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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老,病,死   馬劍友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也是人人必經之途. 有幸有不幸, 有快樂也有痛苦, 各看你的造化, 家財萬貫也好,一貧如洗也好,任誰也逃避不了人生這四部曲. 藉此寄上無限的懷念剛逝世之 徐錦洪, 陳小蓮 兩位同班 (第 28屆 )好學友     生 談到生,請先讓我向所有身為母親的女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只有身歷其境的產婦媽媽才体會到那痛不欲生的情境,更發揮出那股痛惜孩子的愛心,這也是為什麼孩子跟媽媽的感情比爸爸更親近,深厚. 月前,我第三個小孫女出世,目睹女兒晝夜不息,全身投入無微不至的照顧寶寶生活, 日眠三,四小時,也毫無怨言,那片無私的母愛,更觸發我對太太卅多年來的那份內疚,身為三個孩子的父親,責任是盡到,但身為丈夫的,卻沒盡力,愛護,照顧到當年身為產婦的太太.也許可以推說當年年少無知, 或是大男人主義作怪, 就是体諒不到太太當時那片母愛的苦心,老伴,請原諒及接受我這遲來的悔意.各位男士們, 你呢 ?     老 也許你會怕老, 不服老, 一踏上退休之齡, 人的生理構造,也由不得你不認老,人老不懼,最怕心老,心境尤其重要,當然,並不是教你跟那位名歌星譚大哥學榜樣,年年都是廾五歲, 要不然, “老而不”, “老不死”, “老天真”的問候詞免費贈送, 也夠你聽的.  其實,老只是人生成熟的另一階段,以廣闊的處世經驗,處之泰然,豁達面對晚年,過著退而不休的生活不是更愉快,與老朋友,舊同學聚聚舊不是更寫意嗎?話說回頭, 千萬不能倚老賣老,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換回來的是 “那老傢伙”, “老東西” 的代名詞,多尷尬, 事事謙虛為貴,何樂不為呢, 年輕有年輕的天地, 老有老的世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勉之.          病 病比死更可怕,卅年前家母不幸染上癌症, 那漫長的六個月, 不休不 止的痛楚把正常的身軀摧殘得不成人形, 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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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亦不易。我們兄弟很珍惜聚會一起歡樂,錦洪很喜歡跳舞,但參加舞會時都不太敢請女士們跳舞。也一起紮炮,即接濟補給未到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枕戈待旦的時候吃生力食麵充飢過日, 即不花錢的意思。更有時呼朋喚友齊齊上指南宮吃齋去。既可郊遊又可以最低消費方式填肚。這種豐儉两宜的生活, 亦非常有趣！  錦洪是其實很堅忍,他不會去呻吟,當年他經金邊逃離越南而被逮捕一年的那段悲慘得日子, 他都不曾提起, 也是獨自承擔！他勇敢面對疾病與死亡也一樣默然以對！  錦洪,你好勇啊! 你不愧是大哥！                           (美河記錄)                                        謝函  先夫長兄 徐錦洪追思會承蒙諸位親友從世界各地致電唁慰, 更有遠道自國內外、南加以至灣區親友熱情親臨追思參加墓園葬禮。各位高誼隆情, 使我們深深感激,您們的愛護支持與安慰關懷,温暖我們的心。  特此致謝! 禮有不週之處,敬請各位多多原諒!          慶會、錦明、少枝、錦昌、錦安、錦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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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我們的知用摯友謝桂雪     余彩英     懷着一顆哀痛沉重的心,  去追憶昔日的阿雪  一個青春又美麗,開朗又風趣,  健談又體貼的好女孩.  曾幾何妳是知用籃球隊的佼佼者,  帶來不少歡呼與喝采.  每當放學鐘声响起後,  我們總是風雨同路,  沿着阮維揚路.穿過安平街,  再步入同慶大道然後才分道揚鑣.  各自奔向堤岸, 西貢各一方的家.  八八年初旅美之時,曾到妳家作客  妳那熱情的款待,令我刻骨鉻心.  尤其是秉燈夜談, 真是其樂融融,  提起某君, 妳就喜上眉梢,  臉上露出燦斕的笑容.  可見當時的妳是多麼地開心啊!  感嘆你倆有緣無份, 造物弄人,  有情人未成眷屬令人惋惜萬分.  两年前獲知妳被癌病纏身, 受盡折磨,  但妳仍然那麼樂觀, 勇敢地去面對,  還談笑風生, 一切自如  直到生命的終點, 真令人敬佩.  往事回顧, 百感交集  最後衹能含淚向妳說聲: 一路好走!  安息吧! 阿雪  知用高中第三十五屆A班同學們永遠懐念妳.  
                                          寫于澳洲-墨爾夲. 201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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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摯友陳小蓮                 黃祖瑞      七月一日晨，摯友陳小蓮因肝癌病逝 . 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僅
61歲 .當我接到李大哥電話時，心中本期待著他們將要到訪的訊息，不料卻傳來摯友驟逝的惡耗，頓感晴天霹靂、哀痛不已。 我怨天有不公，小蓮病發至逝去未及一月，痛哉 ! 痛哉 !  小蓮乃陳友琴老師之長女 . 1949年 3月 18月生于越北河內，1954年隨父南撤至越南西貢，從小就讀知用學校，高中第廾八屆同學。 畢業後留校擔任小學越文課和兼任教務工作，負責全校初、高中成績登記表冊。小蓮工作認真，平易近人，臉上帶著令人如沐春風的微笑，學生和家長都十分樂意接近她。  小蓮幼時聰穎慧黠，善解人意，及長慧質蘭心，刻苦耐勞。她事親至孝，愛護弟妹，甚得家中長輩疼愛，小輩敬重。1974 年與李鍛潔先生結成連理，婚後伉儷情深。倆人育有一子一女，長子思純1975 年生於越南，來美十年後才有次女思萍，他們都已成才，堪可告慰。  小蓮全家在 1975 年南越易幟前匆匆攜同父母、弟妹、遠渡重洋來到美國關島停留約一星期後，經由二妹小燕婆家擔保遠赴華人稀少的南卡州定居。小蓮喜愛花草，閒時在自家後園種植各種不同花卉。她亦喜愛入廚烹飪佳饌、美點以享家人。初抵美時、曾返學校進修後便一直任職于當地法院，專責房地產文檔記錄等工作。小蓮工作熱忱，同仁相處融洽，人緣甚佳，她的離去，令人十分不捨。去年已辨理退休，後來又重返工作崗位，未及享樂。憾甚！  小蓮與我相知相交始自 1969 年我倆同在知用任教職員時，彼此思想年紀和家庭背景相仿，很快便成為一對形影不離的交心朋友。那年夏天，學校只上半日課，我們便相約晚上去學縫紉，放學後邊談邊行漫步回家，當我得知她與一位曾經教過她的夜校英語補習班老師彼此都心儀對方；只差一線相牽後，便決定欲成好事。自此，每晚放學回家，我們總會徘徊六邑醫院旁那條李大哥回家必經之路上；等待不期而遇之機緣，皇天真的不負有心人，在一個天上飄著毛毛細雨的晚上，終於得償所願，他倆情花盛開，有情人終成眷屬……  回憶往事，恍如昨日，現已天人永隔，思友之情，難以自已。惟求姊妳早登極樂；李大哥和家人節哀順變，多加珍重。         寫於 8月21 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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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悼念老哥徐錦洪         徐錦明    各位親愛的親朋好友，我是徐錦明, 非常多謝各位來參加我的大哥--徐錦洪的追思會。非常非常抱歉大家都不知他病重, 原因是他怕麻煩大家, 而且他本來就是很低調的一個人,可以說大佬係幾怕羞的。夲人為了大佬,今日也硬着頭皮豁出去了,大胆地講話只因為錦洪, 老哥!   錦洪於两年前得病後, 一個人孤獨地應付, 不想大家担心, 我有時追問一下, 他也甚少談及,從來未說過疼痛或不適,我以為無大碍,因他一直有治療。點知在他去世前兩週,因為好幾次沒有在父母家見到他,他通常差不多每日都會到父母家報到。於是就直接去他家看他,適逢他剛從醫院回到家,原來他因肺積水而需入院插管導出。我心裡涼了!竟然那麽嚴重了！他也沒有告知我們家眾人,內心非常不安亦感遺憾,很難面對,但老大他勇敢,大哥嘛！連病入膏肓,仍然是大哥欵,他體貼大家,於是表現不要緊的樣子,雖然他的面色蒼白黯然、聲音己經微弱,但他仍盡量地提起精神。  後來又入院, 因癌細胞己彌蔓差不多全肺部,他己無法呼吸,只有借助高流壓氧氣輸入,不能坐臥,只能甫伏靠着枱邊,呼吸困難,食不下嚥,非常疼痛又辛苦,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又勇敢地拒用強力止痛鎮靜劑,可想是痛上加痛,他却依然默然忍受,毫不表示痛楚！我的心更加酸痛! 後來他又簽了DNR (不必急救志願書) 。於是, 他走了, 走得勇敢又瀟洒, 一點也不含糊!   其實我當錦洪是老友記多過是大哥,他當然時常以大哥自居,對弟妹都很照顧,我和他從小一起打架、一起上學,由逸仙小學又一齊轉學到知用唸小學直到高中,而他又只高我一班,又齊齊到台灣升學,他都一直是我們眾弟妹的領隊帶着我們上下學,他的朋友我都認識。我在台灣結婚時,因為當時越戰剛剛結束,我們無法和家人聯繫,長兄為父,他趕着完成他的畢業作品即匆匆從台中趕來台北做我的主婚人又當我婚禮的攝影師。  在台灣那段日子,我們雖然就讀不同的學府,我在北、他在中,每回寒暑假錦洪必來看我, 那時台灣還很落後, 不是家家有電話, 宿舍也只有一個電話共用, 只有”限時專送” 即快遞信件, 因此聯      19 

, 歷歷在目, 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迄今,永遠也忘不了.病從口入,我們這些坐五望六的朋友,起居飲食更要謹慎,家母的陰影一直耿耿於心懷,所以十五年前我就改變了自已的三餐,早晨一杯溫開水,一碗無糖麥片粥, 加上一大盒五味生果餐(木瓜,香蕉,KIWI,萍果,鳳梨),回到辦公室,一杯蜜糖薑茶, 午餐也是五味生菜(不加salad dressing) 加杏仁及乾葡萄粒, 晚餐則食肉,上床前一杯熱豆漿,最重要是每天八杯水逃不掉,十年如一日,後來給孩子及老朋友們笑指如此食法,真是淡而無味,與出家人無異,還有什麼人生樂趣, 結果,周末,周日就不在此限,任食無阻,幸好十幾年來,身体一直保持健康, 暫時沒追上老人富貴病的潮流.俗語 “久病無孝子”, 見仁見智,相信我們這一代永遠以孝為先,父母永遠是父母, 就是到最後一道氣,也會侍奉在左右, 但我們的下一代,廾一世紀的文化,思想是一代溝, “久病無孝子” 也是指日可待, 老朋友們,千萬不要病,久病更要不得,切記切記,要多運動,行山,遠足.      死 中國人最諱忌的,就是提到 “死” 這個字,其實,人生能平安走到盡路,何懼之有,任誰也躲避,控制不了, 何不以常理處之.常告訢太太,要是將來我先走了,請她把我火化後.灑到太平洋去(離我家很近,只有十個街口),不要墓地,墓碑,免了給雜人踐踏,給鳥灑糞, 想念我, 打開 iphoto, 生前玉照任睇,愛你永遠在心扉,不是墓碑,身後事辦得多隆重,墓碑多名貴,我也沒福享,人生一走,一了百了, 你道我太太怎樣回答我,她說: “不行,人死了,靈魂還在,火化會痛, 第二, 你又不是什麼偉大人物,自鳴清高,想學鄧伯伯(小平) 把骨灰灑到大海餵魚”. 你說,是不是真給她氣結.常言  死有輕於鴻毛  ,尤其是我們這一班己走了人生四分之三的老朋友,盡量享受,熱愛那剩餘的 ¼ 生命,多與老朋友,老同學聚聚,懷念往事也好,說說笑話也好,多上網,只要生活愉快,也不枉來到這個世界走一趟了. 



20  

            返老還童賀生辰 黄天英      雙五生日那一晚    同窗一起慶牛一    六個返老還童真    棄我篬桑風塵衣    戴上兒時生日帽    大家齊吹生日笛    嘻嘻哈哈高歌唱    仿我小兒饞咀相    未切蛋糕先挖洞    急不及待往咀送    笑得大家肚子痛    感謝同學造氣氛    真情洋溢值千金    贈我一個難忘夜    每逢生日都憶它  後記:謝謝雪媚夫婦,道冠,寶珠,錦昌及吳永同學們的物輕情重為我烙印了一個難忘的慶生會, 願咱們的友情再上一層樓,更珍惜眼前人.      寫于第二次參加北加2010年校友會.                七月份Family outing  共17人包括﹕鄭克文6人，劉道冠3人，鄧蕙英4人，陳雪梅夫婦，崔燕嬌，王石基。 
7/17(Sat)﹕晨早從Fremont出發，經Redding，抵Mc Arthur-Burney Falls 

State Park。短程Hiking， 欣賞瀑布。黃昏入住Cabins， 在Camp 

Ground設營火晚會，隨興式BBQ + country music + 觀星座 + 談天 
7/18 (Sun) ﹕參觀附屬UC的Hat Creek Radio Observatory，見識新科技。下午遊Lassen National Park，觀賞大自然、玩雪。大家盡興而歸，返回東灣進晚餐。 

 13 

球衣, 汗衫, 風褸. 工場廣闊, 馬劍友常致電給難民職業介紹計劃處的陳爾謙先生, 派選難友去應徵. 經過劍友的面試和推薦, 很多難友都被聘用. 有些做到該公司停止營業. 後來馬劍友和一些舊同僚合作, 另起爐灶, 創辦了Starfish公司, 繼續發展本行,業務龐大, 他的創業精神和毅力, 實是令人敬 佩.   話說在1981年, 有一天陳爾謙先生走進我的辦公室, 說有一位外州來的女士,講法語比英語好, 想申請三藩市社會福利局的工作, 需要做一份個人工作履歷表, 問我可否為她準備一份, 和談談見工事宜. 我們步入會客室, 一碰面, 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雙眼, 原來這位應徵者就是黃師母. 我們真的高興得不得了. 想不到濶別好多年的長輩就在眼前。這不是“有緣”嗎？寒喧之後，方知悉黃老師一家住在New Jersey，師母在一間快餐店做經理.  兩位子女仍在上學. 但她想過來加州”心凡市”發展. 當然本市 的溫暖氣候和有摯友聚居的所在 , 也是令她們決定搬家的心願. 最主要的還是要給子女們有更好的求學機會.  原來當時只有師母一人獨自來”心凡市”找就業機會. 剛巧社會福利局正招聘社工來幫助難民申請福利. 師母精通多種語言, 亦有行政管理的經歷, 所以她去見Ken Thorland主管面試, 水到渠成, 就在福利局幹了17年. 她甚得同事的敬愛, 勤勉辦事,到了70歲才榮休, 獲得市長的表揚和頒發獎狀. 在黃老師和師母健在時, 我有時間就去拜訪他們. 也品嚐到師母烹煮的家常便飯. 退休後, 師母去參加氣功班, 做義工, 把庭前的蘭花細心栽剪. 每年都盛開著. 生活充實美滿. 在週末她們多去兒子家, 抱抱一雙孫兒女, 盡享天倫. 每逢談起兒孫之事, 她甜在心頭. 話題滔滔. 黃師母對我們也很關照, 愛護有加. 當我在地產房貸公司工作時, 一有需要, 她說”交給洪先生去辦啦”. 我實是衷心銘感.  黃培榮老師于2003年去世了, 當北加州知用校友會在籌備成立時, 老師常出席參加, 商討組織方案, 訂立規章, 熱心為校友會服務. 現在黃陳仁鳳校友, 我的師母于7/31/2010回歸佛境. 然她的和藹可親的容貌, 充沛的聲音, 和肯打拼的精神, 教育子女成為工程師的毅力, 是為我的典範. 在送別那天, 許多親友都出席了. 北加州福建會館和北加州知用校友會的代表也齊來向她致敬. 雖然我們深感惋惜, 但心想師母一生都生活在歡樂中, 這一刻, 實是走得好瀟洒!    8/2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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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   洪耀華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隔鄰不相逢”,這種由”緣”而促成的相遇，相聚的奧妙情景，我相信許多人都體驗過,或見証過了，我和黃陳仁鳳校友也因有緣而在”心凡市”相晤.   黃陳仁鳳校友是知用高中第8屆，我是第26屆。我尊稱她為師母，因為她的夫君黃培榮校友是我的班主任。當年我在西貢城志中學上第四年級。每個星期一早上舉行向國旗致敬禮。校長蘇草堂先生訓話，黃培榮老師也用一個傳話筒（大聲公）向同學們說些勉勵的話題。他身體魁梧，站立在那一公尺多高的綠色講臺上講話，我們這些集合於籃球場上的小伙子，都肅靜聆聽。城志中學是由福建華僑創辦，有時黃老師也用閩南語致辭。在四年級時，黃老師教國語注音符號和查王雲五四角號碼辭典，學校也舉行過查字典比賽，因些同學們都會講流利的國語。今天寫此篇，我仍需翻閱辭典，怎能忘記黃老師以前教育的功勞。  當我在西貢文科大學上課的時候，曾在黃老師家中任補習老師，當時老師已不在執教鞭，師母也离開任職多年的法醫護士的工作，他們拼搏商海，在西貢市中心的大商場開設了出售唱機，錄音機和古典音樂唱片的公司，生意興旺。我在晚飯後到老師家，看他們的兒女做功課。智民是小學生，個子高，好乖巧。琦珍上初中，我主要的教他們越文，因為當時好多僑校開始增加越文教材。琦珍做完作業，就在客廳練習彈鋼琴，師母在旁督導，那帨耳的音韻，傳到了後面的走廊.後來方知道師母亦是鋼琴導師,實是多才多藝. 在她的教導, 琦珍終於考上了西貢國家音樂學院,也成了學院的高材生. 成積優越, 獲獎好多. 在音樂院裡也有一位知用校友, 她就是我的同班郭鳳娟, 她在音樂鋼琴的造詣, 非同凡響.說到練銅琴, 琦珍說有時要長練兩個小時.  所以當我們聽首樂章, 欣賞著那節奏,旋律於空問滑過, 心中會對演奏的音樂人萌生敬意. 他們要花了好多時間磨練, 才能完成這感人心弦的創作.  
  我和家慈由石禮祥表兄伉儷擔保來”心凡市”定居, 就在難民職業介紹計劃處做職業輔導員, 它直屬于美國天主教慈善會(USCC)的一個部門, 負責紿東南亞難民提供就業輔導, 就業機會,帶難友去面談, 在工場作翻譯. 我十分熱衷於這份富有意義的職責. 許多難友後來都成為好朋友. 見他們從零的開始,現在成家立業, 培養子女修完大學程度, 怎不為其慶幸? 我也十分感激當時肯聘用, 培訓新到難民的顧主, 使他們在美國重獲信心. 我們的會長馬劍友于80年代在一間Winterland Productions公司任貨倉主任, 公司以網印技術為三藩市淘金足球隊, 各個到處巡迴表演的樂隊印製精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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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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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13日—8月15日健行組Yosemite “Hike and Eat” 

    特別Program 全隊29人乘3部Van 先後抵達，分三組入住三個House,計有楊悅 、蘇光玲,  陳少美 夫婦, 陳雪梅夫婦,  王小明,  王石基,  鄭克文 ,袁美河, 文增鴻夫婦,  陳施華夫婦, 馮根國夫婦, 鄧惠英, 傅美蓉, 崔燕嬌,文麗華3人, 文俊夫婦,  林清風夫婦, 李詩玲, 陳明松夫婦 . 行程﹕8/13 下午(晚)抵達 GrovelandGrovelandGrovelandGroveland , 越式晚餐, 安排住宿.      8/14  早餐 嚐番薯粥+小菜,  Yosemite hike. Vernal FallYosemite hike. Vernal FallYosemite hike. Vernal FallYosemite hike. Vernal Fall,                午餐是Sandwich+水果        黃昏: 返回Pine Mountain LakePine Mountain LakePine Mountain LakePine Mountain Lake,  特別聯歡BBQ晚餐.      8/15  Noodle & Egg作早餐,  遊Yosemite Valley, Glacier PointYosemite Valley, Glacier PointYosemite Valley, Glacier PointYosemite Valley, Glacier Point.               午餐是Cha Lua牛角包,    沿途返回灣區, 稍停 Knights Ferry Covered BridgeKnights Ferry Covered BridgeKnights Ferry Covered BridgeKnights Ferry Covered Bridge,               再來個Dinner roll Picnic.作晚餐. 是次行程愉快清爽，美食豐富，還有聯歡的歌唱與笑話，加上沿途的交 響歌聲，將會留下特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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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屆A班 （Canada) 

36屆A班(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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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屆A班(USA) 

 

36屆A班(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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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3-15日 Yosemit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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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屆同學歡聚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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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             黃玉勤/施玉英  前記:  我們兩人1963年冬天在臺灣的合歡山認識.1993年在Seattle之Mt. Rainair的base看雪山. 今年六月我們看到了Whistler許多高山的積雪.喜樂地寫了這首小詩,作為對雪山的懷念. 我們從Vancouver開車上了 Sea to Sky Highway, 海與天連成一片, 藍色清淨, 無際無邊.  沿著公路看到蔚藍的天, 帶著白雪的群山, 深綠松樹,夾著巨大垂直的岩石, 畫下風景極美的圖片.  我們來到了Whistler Village, 全村只有十五個交通紅綠燈. 數不清的松樹,岩石,湖泊與溪流, 雄偉的瀑布和雪山, 大自然飄柔輝煌的氣神…  在別墅陽台上看到高山的積雪, 白白地,輕輕地, 陽光反照, 如圖片的美麗. 

六月Whistler高山上的白雪, 沒有合歡山冬天那麼多的積雪. 也不如Mt. Rainair高雪的雄偉, 卻有同樣的皚白顏色.  深夜來了一陣雨, 第二天清晨,層層的白雲覆蓋高山的雪, 是雲海? 還是雪山? 無法分清楚, 我們欲乘輕風往高處飛.  記得台灣合歡山的步行, 大雪中四周上下都是雪,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白雪, 也是我們與雪山結了不散之緣.  我們熱愛大自然的一切, 最愛乃是那輕輕鬆鬆無染的白色雪山. 但願不久的將來, 早日與雪山見面….   (完稿於Virginia 2010年8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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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emite Half Dome              校友 文增鴻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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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袁美河   繪 

校友  關碧珍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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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 謝 贊 助 校 慶 鳴 謝 贊 助 校 慶 鳴 謝 贊 助 校 慶 鳴 謝 贊 助 校 慶 晚晚晚晚 會 捐 款   會 捐 款   會 捐 款   會 捐 款      李石慧校友 $100 李石智校友 $20 賴桂紅女士 $20 李文基、楊碧容校友 $100 卜伯雄校友 $100 崔桂珠校友 $50 

Tu Van 先生 $20 林清風女士 $20 蔡義榮先生 $50 管潤清校友 $50 楊應波校友 $20 施福慶校友 $100 陳金興校友 $50 李冠群校友 $50 蕭章煥、林惠卿校友 $100 韓禮疇校友 $100 黃玉雲校友 $100 

K H Tang 校友 $25 黃雪媚校友 $100 李寶鳳校友 $50 李碧蓮校友 $200 李  坤 師母 $35 葉燕卿校友（中興集團） $1,000 張  新校友 $50 葉  忠校友（大眾超市） $300 其他校友 $215 合共 $3,025 

Thank You ！ 
（未入） （未入） （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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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的嘉賓除了李坤師母、葉淦忠、葉燕卿兩位顧問外，還有聖荷西潮州會顧問、李石英的先生黃俊，聖荷西潮州會常務副會長莊友義、副會長朱漢、秘書長黃雄謀、顧問劉孫材，聖荷西潮州會鄧兆峰師父，馮觀輝、江坤興師兄等多位太極組兄弟，南灣華僑相助會秘書長吳少欣夫婦。散會后，吳少欣稱贊晚會辦得精彩，成功！並說他參加過多個校友會聯歡，沒看到哪一個像我們這麼團結、合作。好，就當作鼓勵我們的一番說話吧，別太高興! 
 外地來的校友除了會長阮耀香率領二十多人的南加州代表團外，還有加拿大的畢玉玲，夏威夷的陳金山夫婦，紐約的黃天英，堪薩斯的劉啟康，俄勒岡的李兆光、方志芳，德州的畢玉珍，聖地亞哥的黃麟以及洛杉磯的吳永等人。                                                     2010年6月12日。 

晚會司儀 馬劍友會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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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校友樂捐，感謝

各位熱心支持！ 年初捐款（第8 期通訊冊已列出） $500  

 30屆5B班（第8 期通訊冊已列出） $1,320  黃敏軒校友 （Canada） $100  泰記貿易      （李石英校友） $200  崔桂瓊校友 $100  陳玉芳校友 $50  李翠霞校友 $100  第35 屆校友們 $200  鄭錦溪校友 （Canada） $100  校慶當晚捐款    (請看另表列出) $3,025  陳章泉校友 $200  文麗華校友 $100  張肇康校友 $300  余彩英校友 $50  黃天英校友 $100  

1月至8月總計 $6,445   

 
33屆同學相

聚的照片，

由左至右 : 

葉秀娟校友, 

李月玲校友, 

鄭克文 及陳

炳祺校友 

鳴 謝 校 慶 抽 獎 禮 物 捐 贈鳴 謝 校 慶 抽 獎 禮 物 捐 贈鳴 謝 校 慶 抽 獎 禮 物 捐 贈鳴 謝 校 慶 抽 獎 禮 物 捐 贈    楊悅校友（利事禮物） $100  黃禎祥校友（利事禮物） $100  陳施華校友（利事禮物） $100  顏玉真校友（利事禮物） $100  林漢校友（利事禮物） $100  洪耀華校友（利事禮物） $100  馬劍友校友（利事禮物） $300  陳雪梅校友（利事禮物） $200  陳金龍校友（利事禮物） $100  漢記餐館（江貴開校友） $300  合計 $1,500  陳金山校友 送出特獎  ---   珍珠項鏈一條 還有其他熱心校友們送出精美禮物共十多份 另外每桌抽獎有白花油、香米、保溫杯、  鮮花，等等。謹此一併向謹此一併向謹此一併向謹此一併向各位致謝各位致謝各位致謝各位致謝！！！！    



30  

  初中卅屆5B班同學於05/15/2010在夏威夷  
HONOLULU 参加陳金山同學千金于歸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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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帶來遠古的呼喚……”，由陳少美、傅美容、蘇光玲、楊馥4人演出的“青藏高原”舞蹈，讓人們的思緒隨著悠揚的音樂進入一個天空蔚藍，草原無垠、湖泊明淨、雪山皚皚的夢幻世界。  鄧蕙英編導的“少年十五二十時”，集對白、歌唱、舞蹈、搞笑為一體的短劇，令人想起“等待著下課，等待著放學”、調皮搞鬼的學生時代﹔分別由顏玉真和文麗華領導的兩組Line dance表演，獲得不少掌聲﹔而楊應波薩斯風吹奏的“櫻花樹下”，張肇康獨唱“把根留住”和“文爺”文增鴻的粵曲“再世紅梅記”，也是掌聲連連。 
  特別來賓，六十年代紅遍西堤歌壇的韋保羅，風範不減當年，他獻唱的“掌聲響起來”和“好姑娘”，更令人聽出耳油。“我的中國心”，是我在海外華人集會上最常聽到的歌曲。由顏鎮擔任指揮的20多人組成的南加州校友合唱團，在演唱這首歌曲前，李石光特別作了介紹，他強調：我們雖然身穿洋裝，旅居異邦，拿了別的國籍，但我們始終情繫家鄉，心懷祖國，我們“流在心裡的血”，永遠“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激動人心的歌曲，震撼全場。  有南加州知用歌王之稱的葉保書， 因身體不適，原說不來，但終究覺得盛情難卻，在太太陪伴下隨團同來。他挺起精神，為大家獻唱了一首“遲來的愛”。這種知用精神，彌足珍貴，令人感動! 觀眾報以熱烈掌聲，並不覺得他“遲來”。畢元柱、曾瑞環夫妻倆用廣東話，邊唱邊舞的笑劇“索錯油”，詼諧逗趣，全場觀眾笑到爆棚! 
 蔡濟生和李煒棠兩位帶來專用器材，為整個晚會活動攝影﹔蔡濟生還特地複製成多片CD,除了送與本會用作資料外，也贈送給多位北加州朋友觀賞。 
 晚會結束前，舞台屏幕上放映了鄭克文精心製作的Video“活動花絮”和“緬懷”兩個特輯，既讓人看到本會活動的方方面面和成長過程，也令人思念哲人其萎、駕鶴西歸的師友。尤其是“緬懷”這輯，當我們看著吳釗漢、黃世明、陳寶珍諸師的遺像，以及剛一年前在越南、中國兩地，跟同學們把臂同遊的王斯和鄧應雄等故友一幀幀栩栩如生的照片，又聽到“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弘一大師的“送別”這一歌曲時，真是心有戚戚焉，感到淒愴，感到世事無常，人生苦短的無奈! Video 放映時，全場鴉雀無聲，屏息觀看,不少觀眾讚嘆——好有創意! 這次,副會長史昌富為了解決晚會的場地問題，花了很多心思和時間。未克參加晚會的吳師母和陳大哲、雲露兩位學長，也特捎來短信 表示歉意， 並祝賀晚會圓滿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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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校友 慶祝71周年校慶晚會札記               楊 悅  
 灣區的四月天，藍空長照，和煦可人。4月10日，北加州知用校友會在苗必達市五月花酒家舉行晚會，聯同來自南加州、加拿大以及其他各州的校友三百多人，共聚一堂，慶祝母校71歲生日，歡歌、笑語自始至終盈溢整個會場。 
 下午4時許，晚會工作人員進駐會場。馬劍友、林漢、楊悅、李文基、卜伯雄、劉道冠等人先佈置舞台，張掛晚會橫額﹔鄭克文則同特來幫忙的好友朱俊全一起，安裝音響和錄影器材;而鄧蕙英、李石英、李石慧、林群卿、李寶珠、陳雪梅、陳少美、傅美容、蘇光玲、楊馥、顏玉真等幾位負責售票、收銀、登記禮物、帶位的，則在會場入口處擺下“攤位”，準備“開張營業”。 
 ６時許，音樂響起，程施華和黃寶瑩兩位唱將舒展歌喉打頭陣。黃寶瑩音色美，台風好，她同程施華兩人，國語、粵語歌曲，梅花間竹新歌舊曲，輪番演唱，讓人不禁時空倒亂。７時，司儀洪耀華、程施華、黃禎祥、李寶珠４人同聲宣布：校慶儀式開始，晚會拉開帷幕。全場起立，高唱校歌、校慶歌之後，馬劍友會長致詞，他熱烈歡迎各位師長、貴賓，熱烈歡迎由外地特來參加盛會的校友，以及來自加州首府沙加緬度、灣區一帶的校友同他們的眷屬好友。阮耀香會長代表南加州校友會祝願晚會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稱意。陳金龍理事長則在晚會結束前致謝詞，他代表本會感謝南加州和遠地校友的熱情鼓勵、資助﹔感謝各位貴賓、顧問和校友捐助名貴禮物和現金作為摸彩獎品﹔感謝全體理事會同人和工作人員，為晚會付出辛勞，使到整個會場充滿歡樂、溫馨和濃郁的知用情誼。  張肇康和崔燕嬌演出民族舞蹈“繡荷包”，拉開文藝節目的序幕，兩人嬌柔的身段，曼妙的舞姿，嫵媚的眼神，仍然不失昔日金童玉女的韻味。 
 袁美河編導的笑劇“楊貴妃”，分上下兩集演出。徐錦明、袁美河夫婦，一前一後扮演梅妃及楊貴妃，鄭克文扮演瘦身後的楊貴妃，眉清目秀的黃禎祥扮演唐明皇，“文爺”文增鴻扮演高力士，各人均有表演細胞，演來惟妙惟肖。袁美河還別出心裁，插入由崔燕嬌、霍麗萍、莊友鴻、鍾永年妝扮成波斯女郎，為唐明皇表演一場肚皮舞。隨著阿拉伯民族特有的音樂節奏，坐在前排的觀眾或自動或被拉，加入了這場勁舞的行列，轟動全場，真讓人拍痛了手掌，笑彎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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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聯歡  南加州校友会一年一度的聯歡晚會現正籌備中。敬请各位预留時間，踴躍携眷参加。 1. 晚會日期：2011年1月15日(星期六)晚上六时至十一时 2. 餐館地址：加州 蒙特利公園 林肯大酒店 (Lincoln Plaza Hotel). 123 S. Lincoln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電话 （626） 571- 8818 3. 訂購餐券：每位 $40 美元，凭券入座，歡迎團購。 意者请洽联       络组長,陳章泉（626） 571-6802  
Sydney 2011全球知用大聯歡大會時間表﹕     2011年4月15日 (星期五) 向大會報到, 安排入住酒店 (自由活動) 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後來者向大會報到,雪梨一日遊,聯歡大會六時接     待,七時晚宴. 2011年4月17日 (星期日) 雪梨一日遊, 晚上六時接待, 七時晚宴, 歡送舞會. 2011年4月18日 (星期一) 大會結束, 組團旅遊 (自組團或參團)  雪梨知用籌委小組現正積極進行籌備工作, 有關餐費, 酒樓名稱, 地點, 住宿費用, 旅遊細節, 旅遊費用, 報名期限等等, 將盡快在日內公報。敬請密切留意我們網上的通告。  北加州的赴澳Party聯絡小組如下﹕  組長﹕馬劍友 415-308-2210,  sieukma@gmail.com 財務﹕陳雪梅  (Irene Hwang) 408-888-4872 /  408-278-1655,    jihwang888@yahoo.com  支票抬頭寫:  Tri-Dung Alumni Association **請寄報名表與支票到﹕6935 Burning Tree Court,   San Jose, CA 95119    聯絡﹕林    漢        916-685-6418,   honlam888@gmail.com              楊    悅  408-248-3273,  yue_ling22@yahoo.com.hk             陳施華  510-964-1715,  hoachen@sbcglobal.net            網上 / 電郵通訊﹕ 鄧蕙英  tridung909@yahoo.com 或  waiying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