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花勝去年紅
2007 年夏、秋 周美亮於香港

素貞、培輝偕女兒回港，同學相聚東雀會 2007 年 8 月 26 日

培輝、素貞和女兒。

阿良的大女兒嘉汶(中)，與阿虎的兒子霽光、女
兒熹婷。

李素貞和黃培輝的女兒很美麗，樣貌真是他倆的混合體呢，你可要好好看照片啊！ 美亮
與兒女亦回港度假，阿良的大女兒亦同來，於是乎這夜多了四名新力軍，頓時增添了青
春氣息，份外高興！筵開兩席，久未嚐東雀會鹹魚滋味，這次吃個夠，甘香脆口，人間
美味。問何物，能令我喜？此其一也！
出席者：林惟良(及女兒嘉汶) 、王瑞華、董鳳蕙、鄭徽、陳志文、余盛彪、周美亮(及兒
子霽光、女兒熹婷) 、何志明、黃培輝、李素貞(與女兒) 、田榮先、劉錦瑛、潘錦明、劉
靜儀、陳佩明。

培正同學會月會 9 月 5 日
是次月會是賀李振強同學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勳銜，及其他事項。到會同學十
六人，美亮兒子 Alex 忙著為大家拍照，他看見我們一班老同學這麼親近，很高興、感動
，說很難得；這是讀培正的一大得著吧。記得多年前與史瑜在溫哥華久別重逢，女兒
Emily 在場，也給我們寫了篇文章記述，萬分羨慕這份同窗間歷久情誼；她不敢希冀想
像數十年後能有這樣的友情，感情事，誰能強求？
即使不能長相見，心常牽……
出席者：田熾先、區春生、馮國華、陳志文、田榮先、鄺鑑開、李振強、鍾慧冰、林仙
韻、周美亮、鍾希潔、劉錦瑛、陳佩明、董鳳蕙、鄭徽、潘錦明。

Ladies Night 鍾希潔家 9 月 8 日
在希潔家聚會，雀戰、大吃大喝加傾偈。
出席者：江若蘋、溫慧儀、劉錦瑛、李杏蓮、鄭徽、潘錦明、林仙韻、陳佩明、周美亮
、梁燕珊、李振強、鍾希潔、董鳳蕙、關蓮清。

胡斯喜、潘錦明喜相逢於北京 9 月 15 日 (錦明提供資料)
錦明年來常四處旅遊，九月到北京與胡斯喜相逢。斯喜在北京工作了四年，非常忙碌，
是日星期天也要工作至晚飯時間。她選了在家附近的意大利餐廳與錦明和劉靜儀晚膳，
然後上她家喝咖啡。
她們都是自培正畢業後，三十多年來首次碰頭，但大家都能一眼便認出來，可見樣貌沒
怎麼變。她倆都覺得基社的女同學即使在這麼多年後，還是比較男同學容易認呢！大家
都同意吧！
斯喜說工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十月便回去美國 LA，要好好休息一下。錦明很希望召
集同學們去遊船河，可惜未有人肯做攪手；她大力推薦說：
……..we should meet at the Bay area. Cruising is really great idea for reunion and gathering,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acking and unpacking, meals and entertainments are all taken
care of, there are sufficient time on board to get together and chit chat, there are also enough
private time for each one and time to get ashore for sight seeing or shopping,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if do it with the people you like.

澳門行 2007 年 9 月 29-30 日
東方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我們七位女同學，飽餐澳門旅遊塔下「
澳港小鎮餐廳」的美食，回味無窮的鮮
甜「水煮魚」使我們口中麻辣噴火，此
時，夜空亦煙花熣燦，「澳門國際煙花
比賽匯演 2007」，這晚是美國和日本的
煙花，董董、希潔和我都走出戶外，看
得十分高興。還未試過這麼寬敞休閒地
欣賞煙花，香蘭選這地點實在好！她還
細心地為董董和佩明預訂了生日蛋糕，
芝士蛋糕漂亮又好味。

花千樹、星如雨。

這次澳門行，先由董董提出，希潔和振強
人面廣，找來免費船票和酒店，再由在澳
門理工學院教書的梁香蘭為我們計劃一下
飲食大計。於是乎，一落腳就先到西灣安
記(我們稱之為西安) 大擦豬扒包、牛肉包
、辣魚包、乜包物包。

香蘭為佩明與董董訂了美味 Cheese 生日蛋糕。

行至新馬路，參觀了澳門歷史城區一隅，
隨即被一名為「音樂豆咖啡」的店舖吸引
，大家心想包包還在肚中飽，來杯咖啡也
不太過份吧。誰知一坐下，咖啡、蛋糕、
甜品全都要；甜品好有型，先用來為希潔
作僭建工程，攪笑一番。 食物一入口，嘩
啦！美味得讓我們吃個一乾二淨。各人捧
著肚，鄭徽大叫「喂，唔好再食嘢啦，咁
樣兩個鐘頭大食一輪唔得咖！」

品嚐咖啡甜點前，先作僭建工程之用。

好，大隊實行做運動，步行去香蘭家，途中董董和希潔購物樂，眾人唯有蹲蹲行行企企
地在熱呼呼的馬路邊等候。唉！也好，出了一身大汗，算是消脂一法。在香蘭家邊看她
至愛崑劇影碟，白先勇的「牡丹亭驚夢」(也是佩明所好)，邊八嚟八去，然之後……唔
俾人哋兩個鐘食， 咪三個鐘食囉！ 八點鐘，我們又在「澳港小鎮餐廳」邊吃邊看煙花
了。
香蘭多年來身體不適，等待機遇做一大手術已久。兩天相處下來，覺得她積極、樂觀、
熱情、勤力…… 這天，發覺她很美麗！ 在此謹祝她早日康復。
她還有非常可愛的一面，說道：澳門真係好細，如果你在澳門街問路，有人話，「好近
咖咋，前面直行就到。」你要信，因為真係好近。但如果你在大陸問路，人哋話，「很
近啦，前面一直走就到。」你千祈唔好信，因為結果係 — 行到你抽筋都未到。
劉錦瑛補充：喺西班牙， 問路時人哋話近， 你更加唔好信， 分分鐘行到仔都生埋都未
到！
出席者：鍾希潔、董鳳蕙、劉錦瑛、鄭徽、陳佩明、周美亮、梁香蘭。

四人開檯 10 月 2 日
陳清海、忻尚永、田榮先、周美亮相會於理工大學聚賢樓，開檯食飯：清蒸石斑、涼瓜
炆英鯧、炒通菜都很好吃。阿龜由頭講到尾，事業、上海、教會、孤兒院等等。陳清海
常是溫文爾雅友善，很感到他真是做輔導工作的仁者。他也略談兒子在電影業的發展，
我想像他跟二十多歲的兒子站在一起時，一定似「兄弟」，不像「父子」。

李振強大登科，金榜題名 10 月 28 日 東雀會
香港授勳及嘉獎制度由特區政府於 1998 年創立，目的是嘉許社會各界人士，以表揚他們
為香港作出的貢獻，或其出類拔萃的成就；授勳名單於每年的 7 月 1 日刊登於憲報，而
授勳儀式於每年 10 月在禮賓府舉行。
李振強同學於 2007 年 10 月 27 日獲頒銅紫荊星章(BBS) ，銅紫荊星章是頒授予長期服務
於社會個別範疇並有傑出表現的人士。翌晚三十多位同學於東雀會擺三圍酒祝賀他，我
們特別囑他攜帶勳章來讓我等見識一番。振強兄分享他服務社群的心得，還教路同學如
何可獲得勳章；我特別向他要了張名片，大家來看看：

李 振 強 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人事登記審裁處(總審裁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專業會計師公會紀律小組 A (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政上訴委員會(成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婚姻監禮人委任事宜上訴委員會(主席)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委員)
東華三院庚午年董事局(主席)
李就記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
李就記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吉利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南就企業有限公司-董事
新中英有限公司-董事
百利茂有限公司-董事

所以嘛，我寫了個「強」字送他，同學們也共簽極之切合主題的賀咭恭喜他，由榮先兄
代 表 致 送 ； 振 強 高 興 起 來 ， 立 時 給 榮 先 兄 升 職 加 「 辛 」 ， 榮 封 之 為 CEO ，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 咁解。

夫婿受勳， 希潔亦即場被鍾慧冰冊封為為
「紫荊夫人」。阿虎表達同學們對振強的祝
賀，並很敬佩他對服務社會所作的貢獻，包
括時間、金錢、心意等，還有特別持久的耐
力(咁多年喎，問你服未？)。
王愛珠、梁燕珊和李杏蓮以前較少出席同學
聚會，各人相見歡，女同學圍坐一檯，開懷
暢談。 減肥健身、美容按摩、旅遊新知，不
亦樂乎！ 董董剛從星加坡回來，最近植了眼
振強得銅紫荊星章，慧冰封希潔為「紫荊夫人」。
睫毛，彎彎長長， 她還特意閃動一雙明眸，
加上手指輕掃， 吸引了眾人注目禮。 董董向來長得好看，記得中學上體育課，練跑步
時，她梳著孖辮，蹲在起點位置預備，我們在旁打氣，她轉頭望向我們，深深的梨渦，
甜甜的笑容，在陽光下，比甚麼都燦爛可愛。 黃大仙進源常常「新奇士、新奇士」 的叫
她，其實董董比新奇士橙更可愛呢！
王愛珠兩個孩子分別 10 歲和 14 歲，9 月 8 日就是為小女兒慶祝生日，因而未能參加希潔
家的 Ladies Night。她說上一次與我相遇是在海洋公園，那時我手推車上睡了 BB 女，我
告訴她說，BB 女現在 21 歲了！難得愛珠還記得這偶遇，呀，歲月如流……
慧冰有另一約會早退，關溢康、周兆麟則有事遲來，我請三人分別與振強合照，有同學
說：「嘩，早知我都遲嚟啦！」唔使咁啦，你想同李振強影相咪影囉。
歡聚約四小時始依依散別，出了門，見葉豪華和太太在等過馬路，他面青青地回過頭來
對阿虎說：「大佬呀，我以為地震呀，嚇得我呀！你行路細力 D 啦，好唔好？」
阿虎說：「地震風大，個頭特別凍呀，叫咗你出門要戴帽咖啦！」這兩個活寶，每趟見
面，總是互摸頭頂和肚腩，至於誰摸誰那一部份，你知我知就好啦。
正等候過海的士，突然有輛寬敞的車子停在面前。
女司機問：「係咪等車呀？」
阿虎：「我哋過海呀，啱唔啱？」

女司機：「啱，上車啦。哈哈，今晚釣到條肥泥鯭添！」
車內，陳佩明和董鳳蕙給鄭徽逗得笑出了淚。
攜手處, 花更好, 與誰同？

出席者：李志賢、馮國華、倪林春、黃正坤、范惟森、區春生、曹國成、余家材、林偉
江、鄺鑑開、霍紹基、黃循紅、馮順源、陳青海、陳志文。
陳佩明、鄭徽、梁燕珊、董鳳蕙、鍾慧冰、李杏蓮、劉錦瑛、王愛珠。
田榮先、豪華嫂、葉豪華、李振強、鍾希潔、余盛彪、周美亮、江若蘋、張金城。關溢
康、周兆麟 (二人因事遲到，未合拍團體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