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藩市銀禧加冕紀盛      鍾麗芬

世紀末的最大喜悅

九九年基社銀禧過後，我曾回港，一見田先生即被追瘦，也許我要好好珍

惜這種光榮，如果不是三藩市基社銀禧的報導文章不夠「稱」（衹得嵇義達一

篇），田先生是絕不會花時間來和我周旋的，榮先和美亮文采過人，疾筆成章，

倚馬可待。我是唸設計的，畫比寫容易N倍。歲月蹉跎下，如今已是加冕後的一

年半載，極度挑戰田先生的耐性。現在縱使越洋萬里，仍彷彿感到溫文爾雅的田

先生，口中其實已緊扣著 #ψ*〥#〤*ξ！！的問候符號，迅即爆發！重拾離魂

之際，終於執筆望天，回憶九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

天字第一號的魅力

周震宇（Jack）從Cincinnati來電：「我想搵你負責攪攪三藩市基社銀禧。」

那時的我，沒作出一秒的考慮，立即說好，不是我夠爽快，而是「天字第一號」

自有其神秘魅力，令人無法say no。不到十分鐘，處事明快的Jack立即傳真來

一張灣區同學的通訊名單，相信這名單得來不易。在聯絡美加同學的事宜上，

Jack 一直花了不少精神、時間和金錢，為銀禧一早舖路。早在基社畢業二十週年

時，他更一手籌劃三藩市和溫哥華兩地同學的聚會，為銀禧作好了熱身前奏。每

次想起 Jack，自不然想起紅藍精神，對他懷有一份敬意，我們灣區同學們都尊

稱Jack為美加最高領導層。原本他早已計劃參加三地的加冕，可惜最終不能抽

空前來三藩市的聚會，令我等不禁悵然若失，期望三十週年與 Jack 再聚。



感謝灣區同學們

    當然籌備銀禧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能辦到，而銀禧真正的意義在於每一位

同學積極的參與。雖然我們這裡人數不多，但無礙籌備的熱誠。彼此間有一共識；

就是重質不重量，務求盡力做到最好，讓外來的老師和同學可以分享一個美好

的時光。經過一年的準備，其實應更貼切地說，經過一年的吃喝玩樂，大家從生

疏到熟絡，雖然性格各異，但在籌備銀禧事宜上，均能共同進退，以大局為重，

至為難得。

    首先要衷心多謝好拍檔周兆麟，這位絕對有條件穿回校服在母校行走而不

會惹起校工懷疑的年青人，在九九年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有乜需要就出

聲。」這句話給他帶來很多麻煩，也令我們看到他至善至正光輝的一面，如此良

朋，實屬難得。

    另一銀禧好拍檔忻尚永，爽朗的Jim是第一個主動向我伸出援手的人，他

負責 update 美加同學的通訊資料，我們三藩市銀禧邀請信更出自他的手筆。由

於Jim 的資訊細胞特別發達，使我們日後更加依賴他。猶記得一次我和周兆麟

到忻家開會，Jim 以美味的 Virginia ham 燉雞湯款待，再加罐頭鮑魚作零食，

下手之重，至今難忘，同學們若要進補，請致電Jim……

    好友潘皓珣和華志平，這一對是永遠的氣定神閒及有求必應。華仔在三藩市

的浙江第一銀行任高職，順理成章當了我們的財神，多複雜的兌匯銀碼也難不

到他，數目井井有條。阿珣是當年阿樵眼中的奇才，也在銀禧日發揮其醒目本色，

準備好一疊表格給同學們填寫最新通訊地址，使我們沒錯失這重要的一環。

    林偉江和胡惠莘，這一對是爽快之人，從不矯飾，並以最苗條的身型，在

銀禧日堅持做最粗重的工作，搬運大批飲料和早餐食糧以供同學享用，誠實力

派也。

    吳智誠雖然未能常常出席聚會，但為了銀禧亦抽空「撲水」，運送飲品。

    嵇義達和吳景唐（King），這絕非一對，特此聲明。雖然King常自笑我們

是三藩市 gay社同學會，但我肯定他倆完全不被對方吸引。嵇博士是學者，關心

社會，三藩市的中英文報章及電視台，常見他的言論和影蹤。King則是腦筋靈

活的人，思路比常人快幾倍，兩人相遇，例必互相啟發，旁人難以駁倒。King

熱心銀禧事宜，聚會前一晚每每興奮得失眠，熱誠可感，到銀禧日更招待數位

同學到他家中居住，反映他慷慨的一面。嵇博士亦幫忙接送及照顧老師，博士雖

頭腦精密，但體內指南針時有失控，令吾等望眼欲穿。忻尚永說開始懷疑佢究竟

係唔係博士，眾等不禁失笑。嵇博士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物。

    李鳳鳴一邊工作一邊唸博士課程，生活忙碌而充實，常與夫婿林光拍拖出

席聚會。但無論多忙，鳳鳴卻從不間斷在 email和電話上和我商討籌備事宜。她

在安排張啟滇老師的行程和佈置場地的細節上，都一絲不苟。另一女同學黃秀娟，

成功地兼顧家庭和事業，常抽空出席。秀娟親切溫柔的笑容，給我們這紮紮跳的

一群起了很大的中和作用，若見不到秀娟，心中常會思念。團結就是力量，我們

十二位同學，為三藩市的銀禧譜起序曲……嵇義達一篇三藩市基社銀禧的交章，



其實已寫得很好，我在此再劃蛇添足，以我的角度和大家分享當日的細節。貽笑

大方之處，敬請原諒。

久違了的林英豪校長

    十一月九日那晚我們一群灣區同學於三藩市的海景假日翠亨村酒樓替林校

長接風洗塵。事緣基社銀禧之日正值林校長鵬社鑽禧之喜，無暇抽身參加我社活

動。闊別廿五年的林校長。頭腦清晰敏銳如昔，提及當年母校校運威水史，點將

名單如數家珍，年份社名連同學名字一一道來，朗朗上口，絕不含糊，使我等

目定口呆，衹盼有林校長一半的記憶力，已能終身受用不盡。整晚師生暢談甚歡，

不覺時間之飛逝。

歲月改變了心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五），藍天白雲，典型加州好天氣，中午時我接了古

容軒老師及古師母的機，久別的古老師穿了一身厚重的大衣，典型的溫哥華冬

天……原本施大衛答應當古老師保標一起從溫哥華飛來，可是懷了雙胞胎的太

太臨時要入醫院觀察一段時間，大衛被迫取消行程，但叮囑我們在加冕時一定

要記起他。施兄，請放心，誰能忘記你呢？

    從機場到 Millbrae市的馥苑，見有一檯人熱切地跟我們揮手，原來周兆麟

已接了趙美娟老師，黃妍茵及其夫婿陳廣泰（Jake）的機。趙老師看來氣色甚佳，

一貫溫文語調。妍茵則青春可人如昔，土生土長的美國姑爺 Jake雖然不諳中文，

以行動支持太太最是實際。在座的還有剛從加拿大 Brampton市飛來的周啟明和

太太Leslie，啟明說在多倫多時他幫忙接送同學，現在來三藩市享受被招待的

滋味。忻尚永立即醒水趕快給我們叫了些精美點心，一慰眾人舟車勞頓之苦，大

家愉快地邊說邊談。曾幾何時，在母校對老師總懷著幾分敬畏（戴雞阿苗之流另

作別論），從沒想過會和老師一起飲茶，衹見今日師生平起平坐話家常，敬畏

心情不翼而飛，換來的是一份綿綿無盡的感恩，是歲月改變了心態。

Park Plaza 內喜相逢

    品茗後我們送老師到 Burlingame 的 Park Plaza Hotel 入住及稍作休息，

周兆麟又要往機場接曹國成夫婦由溫哥華來的機，我則到酒店的自助餐場地打

點。寬敞明淨的空間已整齊地分佈好八張大檯，上面舖好潔白的檯布、餐巾、銀器、

瓷貝和蠟燭。數張長方形的自助餐檯連接在場地的另一端，迎賓檯座落在入口旁

邊。不久鮮花，紅藍汽球和巨型的音響組合陸續運到，一切準備就緒。

    才是下午四時半，忽見一面露笑容的男士施然步入，自我介紹是翁恩賜，

英文名 Gary，乃虔誠基督徒，性格和外貌都屬善良一族。通過銀禧而認識

Gary，是件賞心樂事。今日的他已經回流香港扶助幼苗（幼稚園學生也），每次

我回港，Gary都會以精湛廚藝煮幾味來招待一下我這遠方朋友，田先生和田太

例必左右相陪，有朋如此，夫復何求？



    未幾吳景唐和幾位神情愉快的同學到來：江若薇、陳珠寶、徐銘強及太太何

悅顏、梁宗岳及太太Lily。原來他們今早已去了 Sausalito暢遊及飲茶，但臉上

毫無倦容，還爽快地爭著在場地幫忙佈置。King則全神貫注測試音響系統的操

作，一展男士的專長。

    潘皓珣、華志平擔任迎賓工作，讓到會同學一一簽名留念。老師中以張啟滇

老師及千金肇淇一馬當先，最早抵達。酒會於晚上六時開始，眾人雲集酒廊，祇

要有某同學到步，門內嘩聲此起彼落，接著握手拍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七時的自助餐在暖和的燈光和燭光下正式開始，是晚菜式豐富，有海鮮及

各式沙律、鮮果盆、主菜有Chicken Picatta, Sirloin Roast Beef, Salmon

Medallion，還有雜菜、飯食及蛋糕甜品等，大家邊吃邊道別後情況。黃秀娟、胡

惠莘和忻尚永都帶了孩子來，大大小小吃得相當斯文，反映父母的好教養。

老師們的近況

祭過五臟廟後，自我介紹的環節於八時半開始，相信大家都很關心我們的

老師，以下是各到會老師的自述：

    趙美娟老師：當年因兒子要留在美國讀書，不得不向林校長請辭，因為如

果她不往美國居住，兒子便得返港。忻尚永說：「所以而家培正英文差咗。」（眾

笑）。現在住在妍茵斜對面，平日喜看書，尤愛閱讀聖經。

    潘寶霞老師：由 92年開始在加拿大 Alberta 省 Calgary居住，有時來加州

的 Union City探望女兒。她認為以前的同學比較純善，今日的年輕人比較難教。

    古容軒老師：全家移民了溫哥華。古老師有很好的記憶力，他還記得我社的

谷偉明和莊志芳生物科成績優異。他很高興今次來三藩市參加我們的聚會。

    張春煦老師：來美十年，孫已大學畢業，在培正教過生物、化學、物理、自然

……（不禁笑起來）。每日由培正「至善至正」門口步入，心中充滿喜樂。從沒覺

得這是工作，而是一種 enjoyment。又說：「今日我見到你個名，就會想起你中

二時個樣，同埋你響課室坐邊個位。」（眾皆嘩然）好奇怪，好似入咗電腦咁，

唔出得番嚟！」



張啟滇老師：老師自笑老人成嫩仔好興奮，好似幼稚園學生去九龍三角花

園旅行的心態來參加我們的銀禧。基社給他很多學習的機會：「先是化學獎谷偉

明，山東人。我問佢：你老豆係咪差佬呀？佢話：乜你咁粗魯架？你應該話貴家

長係咪服務警界呢？咁以後我講嘢都冇咁粗魯。」繼而是「基社俾機會我谷住我學

email……」張老師的攪笑細胞特別發達：「教書是一種任務，時常身不由己。崔

琦攞諾貝爾，我則攞鍋背爾。林英豪校長語錄：‘凡做事要立於不敗之地’。何

謂不敗之地？即是唔好孭鑊咁解，你孭鑊，好過我孭鑊……（眾笑）。」張老師

在培正由 47年教到 84年，教書生涯卅七年，桃李滿門。現在於加拿大安省工業

學校繼續進修電腦，成日「攪機」。自言仍不斷學習。

到會同學訪問及花絮

    先要一提的是專程為銀禧從香港遠道而來的李志賢和王瑞華（阿 Lu），他

們兩位獲得當晚最熱烈的掌聲。李志賢身負重任，從香港帶來基社社帽及美鈔

（老師部份機票錢），我們三藩市的加冕全靠他。阿 Lu則堅持和時差搏鬥，天

天不停錄影，就算在旅遊巴士上仍搖搖蕩蕩拿著錄影機向同學逐一訪問。當我們

回到香港，無論多忙多遠，阿 Lu一定抽空匆匆趕來和我們吃一頓快速的午餐。

我們在這裡，要脫帽向阿 Lu致深切的謝意。

* * * *

    我們中六信班有九人出席；計有從羅省來的三位男士：謝德強（肥X）、黃

瑞源（水魚）、唐錦泉（唐老鴨）。 從溫哥華來的吳家駰（唔嫁人）和戴紀平

（戴雞次晚出席），Fremont市的郭雍雍，三藩市的華志平（華仔），潘皓珣

（阿珣）和我。

    先說信班的三個男人：由細「窒」到大，健康又愉快。今回在三藩市與唔嫁人，

戴雞再度碰頭，更是如魚得水。以下是實地追擊：

    唐老鴨：「肥X，又叫‘羅省巡漢’，‘巡場林’平日佢打吓網球，周圍行

吓，食吓 lunch special，和水魚傾吓偈，早上十點打電話俾佢都重未起身。」

    水魚：「畢業後去理工讀製衣，做製衣到 80年結婚，93年移民美國。 平日

在美國的職責係同謝德強食吓晏，提吓佢沖涼。 約食飯，通常等肥X半個鐘，

等唐老鴨介乎兩個鐘至一日之間。嚟美國六年，有三、四個月都係等緊呢兩位人

兄。」

吳景唐：「你地呢班成功人士，咁年輕就可以過咁寫意嘅生活，可否俾貼

士？」

水魚：「第一……我地要嗜好沖涼，因為羅省沙塵大。第二……要有耐性。

太忙呢兩件事，冇乜時間做工。」

    忻尚永：「聽聞你有個奇怪的 email address可否解釋一下？」

    水魚：「我個 email係 HK1.LA2.NY3@aol.com. 呢個係我日常嘅生活……」

（全場鼓掌）

    水魚的女兒現在唸大學二年級了，但這個老豆還是咁新潮，咁後生和咁



in。 多倫多的朱秀蓮回港見到他，問他青春之道，靠打羊胎素？水魚得戚地答：

「車，我點止打呀，我重食添呀！」

    蓄著小鬍子的吳家駰是我班好友李素貞和黃培輝大兒子阿恆的契爺，上契

後李素貞頓悟：吓，咁我咪係佢 …… 契家婆！？

    華仔說今朝胡惠莘打電話到他銀行找他，聽到「浙江第一」個名，Winnie一

向快人快語：「嘩！乜你係左派架？」他笑說要解釋一番，他的銀行不是左派，

是日資的。

    灣區居住的郭雍雍和她夫婿尤立中出席是個驚喜，她的女兒已入讀著名的

史丹褔大學，小兒子已經十四歲了，丈夫從事電子行業，她的家庭生活相當寫

意。

* * * *

從 New Orleans來的望班同學羅達威跟我們開了個玩笑，他自言兩年前結

婚，但十年前已經有個女……原來是隻貓。

胡惠莘說：「今晚我最欣賞陳啟潛老師……唔係，係張啟潛……唔係，係張

啟滇（眾笑）老師嘅說話，要不斷學習。」

西雅圖來的曹寶焜以前是我的大學同學，現在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但樣

貌仍似當年，駐顏有術。

德薩斯州來的周文山，九三年結婚，他說太太叫鄭文珊，不是「文山」（眾

笑），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至於說一定會來的莊志芳醫生，我們整晚期待他的出現，連自助餐的食物

也沒有忘記給他留下。

Cambridge的邵家健，雖然臨時為了工作取消行程，邵公子下次路過灣區，

一定要來探望我們補數。

* * * *

吳景唐介紹來自溫哥華的愛班同學徐銘強：「110中欄，佢年年攞冠軍，但

攞咗六年， 都係乙組。  我見到佢太太，咁好嘅人， 但總覺得‘鮮花插在牛糞

上’。」 眾大笑鼓掌，徐銘強一點也不介懷：「我而家響吳景唐屋企住，提起沖

涼，尋晚係我呢世人第一次沖得咁舒服……」立即有口痕友話：佢同你沖呀？又

是一陣笑聲。

周啟明在加拿大唸電腦，曾來三藩市找工作，難怪他對三藩市許多地方都

很熟悉。

梁宗岳帶著基社同學錄上路，請同學在從前照片旁簽名。 阿鶴去齊三地加

冕，相信他手上的同學錄是最具紀念價值。

同學口中的陳耀德是個叻人，印象深刻是他的幽默感，往往一語中的，簡

潔有力，難以招架。

* * * *

光班同學有多位居住灣區，包括周兆麟、 林偉江、 嵇義達、 李鳳鳴，前文

已有提及，在此不再重複。 至於三藩市的朱廣龍，特意為從Clarksville而來



的鄺建泉參加我們的加冕聚會，衹見兩老友孖公仔般行動一致，言笑甚歡，誰

說男人沒深交好友？ 至於冼棟榮這位行蹤飄忽的神祕牙醫，稍後再談。

* * * *

超班的忻尚永今晚向同學公佈好消息，十一月廿七日他會和一位女士結婚

（同學迫供，但仍不肯透露是誰），那天正是兒子十五歲生辰，雙喜臨門，可

喜可賀！

秀娟最烏龍，她七三年離校，屬於超班而不自知，差點漏了介紹自己。

陳珠寶由中一唸到中四，接著便移民到多倫多，被同學盤問和陳寶珠的關

係。

從安大略省 Thornhill市來的江若薇教我們如何分辨她和在香港居住的孖

生姊姊，她覺得自己的臉略胖，其實熟悉孖女的人都知道，一個好靜一個好動，

性格截然不同，但美麗卻是一致。

從China Hills來的黃研茵和從溫哥華來的翁恩賜都是基社的忠實擁躉，

一早已計劃好往三地加冕。 能邀請到母親趙美娟老師同行，相信茵姐的加冕行

動更別具意義。

剪了一頭清爽髮型的張慕潔和夫婿陳建遙（Kenneth），在俄勒岡州

Eugene市經營一中國飯店「翠華樓」，她今次特別和丈夫關門數天來三藩市加冕，

慕潔還提及如同學路過 Eugene，她一定請到她的飯店吃飯。同學們反應甚快，

立即追問她有沒有帶menu來？

曹國成花名「大懵成」，能娶到精靈可愛的小妻子蕭燕儀（Sonia），就知道

他的花名完全是誤導群眾。 這位社嫂十分玩得，整天與我們嬉哈大笑打成一片，

相信「大懵」結婚後的心境一定比我們年輕廿年。

重來人皆尋夢

    大家自我介紹完滿結束後是晚上十時半，老師們先行退席，卡拉OK環節正

式開始。起初同學們都有點怕羞，連通常霸住個咪開個人演唱會嘅肥X都一反常

態（佢成日話如果佢返香港，四大天王都要行埋一邊，稍後又露真言：「講真

吖，通常係我俾錢人，人地至肯聽我唱。」）

    還是阿 Lu醒目，提議大合唱，好建議！先來一曲當年中六至hit的「我哋

呢班打工仔」，然後是「人皆尋夢」，實在太投入了，大家encore，再來一次！

接著是那首當年在寶蓮寺畢業旅行唱到班出家人冇教好瞓的「禪院鐘聲」，最後

壓軸「分飛燕」，肥X的女高音幾乎谷爆全場水晶燈，認真出位……

    阿 Lu當晚重要的任務，就是帶領我們學習唱社歌，由原創者領唱，份外投

入，眾人情緒亦越唱越高昂，但鑑於明天一早又要出發遊玩，不得不就此互道

晚安。

Tech Museum的陰涼一角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天朗氣清，數十人準九時集合，旅遊大巴早在



酒店門前恭候，目的地是位於聖荷西市的 Tech Museum，車上滿載惠莘和偉江

運來的飲料及糕餅，我們喬充空中侍應生，不時向老師同學派發。

    沿途忻尚永為我們介紹矽谷，著名的史丹褔大學，和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的歷史，眾人聽得出神。坐在我隔鄰的慕潔露著如春花般甜蜜的笑容傍

著夫婿，我們開始愉快地攀談起來。

    設計簡潔富現代感的 Tech Museum共三層。Life Tech, Innovation,

Exploration 和 Communication共四個 gallery，搜羅尖端科技，盡顯眼前，令

人目不暇給。培正老師同學多是數理化人才，衹見三五成群，有專注用電子顯微

鏡 microprocessor的，但亦有選擇在陰涼一角齊齊攤響度瞓教的，其中不乏肥

X……居然還有在高科技公司Intel任高職的嵇博士……    

兩小時後，旅遊巴士載我們前往 Foster City富臨酒家午膳，筵開數席，

秀娟預先已為我們打點，豐富點心、麵食隨即奉上。飽餐後大家便回酒店更衣，

繼在酒店大堂集合，衹見老師同學們都穿著整齊，大方得體，男同學打上校呔，

格外醒神，大家都懷著愉快的心情為今晚的加冕作好準備。

牡丹閣內銀禧盛況

    下午四時，我們乘坐旅遊巴士向著屋侖市的牡丹閣進發。周兆麟這兩天患了

感冒，以其磁性聲線為我們介紹途經的金銀島及海灣大橋；橋是 1936年建成，

吊橋長兩哩，行車量每日 28萬架次……可惜雖有周總工程師同行，仍難逃橋上

塞車的厄運，延誤了廿分鐘，衹覺如熱鍋上的螞蟻，甫抵牡丹閣已是五時。

    我們馬上以最高速率準備好校徽，社旗和橫匾，匆匆接駁好台上的音響系

統，給同學送上襟花。由於我是當晚司儀之一，忙於向銳社的金牌司儀吳宣倫博

士請教當晚大會程序和細節，幸好有好拍檔忻尚永幫忙加冕同學的排位，令我

心頭大石放下。

五時半，樂隊奏樂校友雲集，人群中見一白衣麗人出現，令人眼前一亮，

原來是朱明慧，難得最終她都前來參加，使關心朱女的同學感到欣慰。

今年適逢母校 110年校慶，參加人數破歷年紀錄，我們銀禧班老師同學連

家眷共佔七席，坐在前面接近講台的最佳位置。

六時晚會正式開始，基社卅多位同學列隊在牡丹閣門外等候。先是 1929年

畢業的集益社雙鑽禧入場，接著是 39年鵬社鑽禧入場，繼而是 49年堅社金禧

入場，然後教我們最興奮，等待了廿五年的一刻終於來到……

林子祥「男兒當自強」的音樂聲一起，先是重重的幾下絃聲，然後是氣勢如

虹的：「傲氣傲笑萬重浪，熱血熱勝紅日光，膽似鐵打骨似精鋼，胸襟百千丈，

眼光萬里長，誓奮發自強做好漢，做個好漢子，每天要自強，熱血男子，熱勝

紅日光……」幸好我們十個女同學中沒有婦解份子，跟著高舉社旗的吳景唐和男

同學步伐一致地繞場三周。King此一曲，取其雄渾，不作他想。衹見許多校友紛

紛起立向我們拼命鼓掌喝采，熱情效應令人鼓舞！

晚會環節一項接一項，未幾見坐私人飛機從拉斯維加斯趕來的陳國強（香



港）、戴紀平（溫哥華）和他們的一位朋友亦已上座，雖然晚會一完畢他們又要

匆匆離去，但亦很多謝他們不惜迢迢長路為加冕而來的熱誠。

侍者奉上佳餚，聞說當晚菜式的水準甚佳。八時十五分銀冕程序正式開始。

首先由嵇義達致歡迎辭，解釋我社「基」字意義和典故，嵇博士是中國文字學者，

由他道來，最是恰當得體，繼而忻尚永上臺高歌一曲 Why do you resist？Jim

曾言當年在培正被不少女生在走廊埋伏，不知當晚有否歷史重演，但 Jim的歌

喉立即被校友讚為「好過黎明」，是鐵一般的事實。接著林校長被我邀請上台便能

立即執生，且口若懸河，字字珠璣，對諸生勉勵有嘉。

當晚替我們加冕老師共有八位：潘寶霞老師、區次嫻老師、張春煦老師、趙美

娟老師、古容軒老師、林英豪校長、陳啟潛老師及張啟滇老師。印象最深刻的，是

Jim把加冕同學名單交到我手上預備宣讀，但又匆匆先後折回四次；加上冼棟

榮……取消冼棟榮……冼棟榮又返咗嚟……佢又走咗！冼大牙醫應當選為該晚

最離奇嘉賓，行蹤令人揣測。

我當大會司儀已有四年，今晚最偏心最落力。加冕儀式開始，立即把自己的

高音頻率調低四度，盡生平最大氣力宣讀每一個熟悉的名字，那種快樂心情，

無法用文字形容。快輪到自己時，便趕快跑下台，由另一司儀吳宣倫接讀，真想

不到替我加冕的剛巧是我的恩師古容軒老師，信是有緣，一轉頭，衹見另一端

的老師眼中淚光一閃，做學生的幾乎立即掉下淚來。

加冕完畢大家拍張大合照，閃光燈閃個不停，經過昨晚的訓練，今晚的社

歌合唱是出乎意料的好，抑揚頓挫。有板有眼，是阿 Lu的功勞，獲得不少掌聲。

最後由吳景唐代表我們向加冕老師送上紀念品。

整個晚會在接近十時結束，大家乘坐旅遊巴士回酒店繼續今晚的餘興節目。

我則跳上忻尚永的車子。彼此都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但神經一鬆馳，不覺便迷

了路，差不多遲了廿分鐘才回到酒店，眾同學們苦候，真的十分抱歉。

「十大獎項」現場直擊報導

衹見室內同學們已圍坐巨型的長方檯旁，檯上堆積著大家帶來色彩繽紛的

禮物。壓軸節目立即開始，主持吳景唐和周兆麟把今夜的氣氛推至最高峰。我們

設了十個獎項，由同學們提名候選人及投票表決，得獎者均獲禮物一份。以下是

現場報導：

. 黃研茵已有四名子女，在我們‘兩個就夠晒數’的一代：輕易地贏得「勇於生

產」獎。

. 陳珠寶是夜連奪「仔女最大」及「結婚最長」兩項大獎，當她第二次領獎時，同

學們不禁在努力喊：「陳寶珠又嚟勒！」她廿歲結婚，自言被男友「就咁呃咗！」

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已經廿二歲，唸大學三年級，另外兩個兒子，一個十三

歲，一個快十二歲。

. 當周兆麟把「轉工最少」這獎寫在板上時，李志賢第一個舉手，他廿五年同做

一份工，原來自己是老板。 咁都得？惹來大家似是而非的一陣爭論，最後林



偉江大聲疾呼：「應該係佢，唔好嘈勒！」終於扑鎚。

. 陳耀德、曹寶焜、周啟明一起競逐「轉工最多」獎。 陳耀德說自己轉工八次，然

後自爆原來是老婆開三間公司請他，立即遭同學炮轟，說如果他有三個老婆

（即三個老板）就得（眾笑）。 雖然曹寶焜也是轉工八次，終由周啟明八次

不同老板勝出。

. 華志平、鍾麗芬、謝德強、吳家駰、唐錦泉，全信班人馬被提名「變化最多獎」，

終由唐錦泉大熱勝出，他說很希望獎品是條沖涼的毛巾。

. 而梁宗岳、黃研茵、周兆麟（一被點名即引起騷動），吳智誠四個年輕人角逐

「變化最少」獎，周兆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筆者按：若你見到香港的周媽媽，

就會立即明白點解周仔會獲獎，周媽媽而家個樣，同我地差唔多年紀咋！）

. 輪到「最有魅力」獎，唐錦泉、鍾麗芬、吳家駰、謝德強提名，又是清一色信班。

這個獎攪笑之處是要候選人企上檯轉個圈俾大家睇吓。首先上檯的是唐老鴨，

然後是我，眾人拍爛手掌。 到King說：「請吳家駰同學上檯！」眾皆嘩然，「就

嚟冧勒！」之聲不絕於耳。然後到「肥X上檯……」更是情緒澎湃，節目進入高潮！

結果速速宣佈：「就給著裙的」，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 而「最不文獎」一出，信班又再度起哄，矛頭互指，絮絮不休。 結果謝德強及

黃瑞源雙雙金榜提名，彼此難免互相謙讓。 有鑑於「射得長」不文形象早已深

入民心，眾望所歸，被判攞獎。

. 最後的「考慮用偉哥次數最多」獎，純屬攪笑，認真不得。

* * * *

今夜同學們玩得最是開心投入，就如一班在課室中各持己見的小學生，率

性地盡顯天真的一面，阻止不得。面對廿五年前少年時代的夥伴，重溫那肆無忌

憚的說、叫、笑！那毫無拘束的情懷，令人舒泰，教人珍惜。

最後便是充滿驚喜的交換禮物環節。 在此不能不一提研茵，今晚她在不同

的抽獎項目中數度獲獎。她熱心基社活動，幸運之神似乎特別眷顧她。

歡樂令人忘卻時間，轉眼已是凌晨一時半，檯面仍滯留著永遠吃喝不完的

飲品糕點，同學們企圖游說李志賢把所有糕點帶回香港享用，但又恐海關要他

入關前食晒而放志賢一馬。大家幫忙收拾後，才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去。我駛

車送了翁恩賜到 Daly City朋友的家，爬上床已是凌晨三時，但不覺得疲憊，

還可以繼續玩下去……

別離總要在雨天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日），灑著毛毛細雨的清晨，我駛車到 Daly City接

回翁恩賜，然後到酒店再接載部份老師同學，跟著忻尚永的車子前往位於 San

Mateo的教會參加九點的主日崇拜。朱牧師的道實在講得很好，雖然我和周兆麟

不是常到教會的人，都聽得入神。

    沒參加主日崇拜的同學則十時於酒店大堂集合，我們約定十時半在漁人碼

頭 Pier 32的旗桿下匯合。甫一抵步，已有一大班同學不停向我們招手，此時莊



志芳終於出現，說攪錯了日子，沒趕得及加冕。 我們眾人忙安慰他，說明知他

忙，他能遠道而來已經很好，立即開懷地跟他拍照留念。

    Pier 32內林立著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店舖，多售賣三藩市紀念品。又因瀕

海，許多海鮮餐館匯聚其中。 我們被一間在櫥窗後用巨型大碳爐烤新鮮魚的餐

館吸引入內分坐數檯，自在怡然地飽嚐了一頓豐富的海鮮餐。 這裡有三藩市著

名的酸麵包和美味濃郁的周打蜆湯，各式的魚、蝦、蟹和意大利麵條，最重要的

還是有好同伴，大家實在吃得開懷。

    接下來是自由活動時間，有些同學繼續逛漁人碼頭，有些女同學到市中心

的大公司購物，大部份同學和老師則跟我們到剛落成的 Metreon參觀，這設計

美觀新穎的建築物，樓高數層，高科技感。裡面有最新式的機動遊戲；IMAX電

影院十多間新力電影院，兒童遊樂場，店鋪，餐廳及咖啡店。衹見同學們三五成

群。隨意遊蕩，老師們則在一旁憩息談天。趁晚飯前有少許時間，忻尚永更乘機

車了曹國成夫婦上 Twin Peak山頂，俯瞰細雨下三藩市美景，一盡地主之誼。

    今天有部份同學先行離去，有的是回香港繼續參加當地銀禧慶典。晚上六時

半我們到 Millbrae市的褔臨門酒家，作餞別之宴，今夕何夕，彼此乾杯祝福。

臨別時互道珍重，毋忘五年之約。

我不覺得累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今早七時半到酒店載古老師和古師母出機場，

臨別依依，古老師更餽贈我一盒茶葉作手信，做學生的反而沒有東西送給老師，

真是情難以堪。回程時一直想著我的恩師：當年因為你的寬容，改寫了一個學生

的命運。當我作別人老師的時候，你的仁慈深深影響了我……。

按下車中的爵士音樂，這刻身心就像剛衝完過山車般完全鬆弛下來。這三天

睡得很少，奇怪為何一點也不覺得累？突覺手腕一緊，低頭一看，才見手上原

來一直戴著兩隻手錶……

* * * *

九九年的基社銀禧，已譜上完美句號，變成你我口中津津樂道的珍貴歷史。



如果你問我，上個世紀要你挑一個最愉快的回憶，我會說是基社銀禧。 現在寄

望這世紀，隨著歲月接踵而來的珊瑚禧、金禧、鑽禧、雙鑽禧……祇要還記得對方

的名字，讓我們繼續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