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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 2010 年第 21 届温哥华中中校友会会庆赞助芳名录 

周洁荣 100 元 

林重强  100 元 

梁德坤 40 元 （其中 20 元网站，20 元会务） 

吴文焕 100 元 

曾桂枝 20 元 

何卓辉 100 元 

杨迎夏 100 元 

阮凤池 100 元 

刘景航 100 元 

李慕贞 60 元 

刘峻梅 80 元 

陈富民 200 元 

林玉莹 50 元 

徐永强 100 元 

陈秋石 50 元 

林健政 50 元 

何剑文 100 元 

黄玉娴 50 元 

梁婉嫦 100 元 

蔡美玉 100 元 

雷华鋈 雷容滔 合作自制棕盒义卖赞助 250 元 

林富文 100 元 



  

阮凤池 200 元 

张 毅 100 元 

刘耀国 150 元 

黄岳腾 100 元 

梁细杰 20 元 

李沃濂 40 元 

雷華鋈 100 元 

 何各正 100 元 

黃漢廉 30 元 

吳文煥 150 元 

李慎滿 50 元 网站 

甘棠   30 元 

黃藹瑜  50 元 

 陳美美  50 元 

黄龙骧 100 元 

刘峻梅 30 元 

（以上合共 3250 元） 

会庆礼物赞助： 

刘霭贞 礼物 2 份 

刘耀国太太   礼物 1 份 

严文彪  礼物 2 份 

曾桂枝 礼物 1 份 

长城参茸行 名贵花旗参 6 合 



  

咖喱辣椒（Chili Garden ）现金券 10 元 10 张 

理事刘峻梅捐出加币 200 元作新会所装饰使用。 

 

会长陈富民及名誉会长吴文焕各捐出 100 元作会庆总结会开支。 

 

梁婉嫦校友捐赠 100 元作新会所装修之用。 

 

校友李瑞迎、刘峻梅慷慨捐赠近百张椅子及枱子等设备给新会所使用。 

 

郑宗励先生赞助中中校友会经费 500 加元。 

 

刘霭贞校友赞助 100 加元。 

 

杨伟勋校友赞助 20 加元。 

 

刘耀国校友、黄岳腾校友赞助新会所开幕金猪一只。 

 

 

 

 

 

 

 

 

 

 

 

 

 

 

 

 

 

 

 



  

从故情乡味到阳光花地 
图文/杨迎夏 

 

再一次也是 后一次回到那曾充满“故情乡味”的地方。21 个年头是不短的岁月，那里有

过多少的故事，不是我可想象的，有的只是一些小小的片断。虽然我加入中中的日子很短

很短，但也能体验到一种什么叫“他乡遇故知”美好感觉。虽然到过旧会所只有可数的次

数，但那儿的人情味已使我永不会忘却。虽然我过去能做的好少好少，但却能得到许多许

多的相同认知。有什么比“同声同气”的情形更会使人得到亲切感呢？有什么比在异国他

乡寻找到一个“大家庭”更有归属感呢？ 

今天，6 月 20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中中的会所将从“故情乡味”之处，搬迁到一个充

满阳光的“花地”—— 我不知为何想起这个名词，或许内心的潜意识里早已期待新的会

所是一个满是快乐的处所。巧的是，在旧会所后巷搬的时候，我们中山人、西装毕挺的李

灿明省议员经过。我跟他说中中搬家了，他说知道新地方比较大。也许他在中中网看到过

了，还问什么时候“House warming” 呢？ 

容许我再一次把镜头从“故情乡味”那儿开始，作一个朴实的记录，记下如何走往“阳光

花地”的一刻，记下中中怎样的又一次的迈开新的一步，在历史的荣光里再添上一小笔。 

   

从中华文化中心转进片打东街，不远处就是中中旧会所的入口处。中中旧会所就是从楼下

的旅行社进去到楼下。楼上是洪门的所在，隔壁的大楼是中华会馆，国庆时在这里升旗。

一切准备就绪，球台已收起来了。不久前在这里作了新一届会委的选举。 

  

伟勋校友出钱出力在帮忙，他正把球台拆分开来，以便搬移。大家忙开了，繁忙中我还是

拍下这一张作个记录。 



  

  

到利侨大楼那里了，老徐老何等把沙发从车上卸下来。二楼新会所里已来了很多人帮忙，

还有热心校友带来了点心食品慰劳义工们。 

  

球台刚摆好，他们就第一时间开波了。这也是新会所里的“初试啼声”，相信日后这里将

会“歌声飘扬”。。。 

这里充满了阳光，但愿中中这棵常青花树更加繁枝

叶茂，茁壮成长。。。 



  

在林画家的家里“游山玩水” 

 
图文/徐永强 

 

周末去画家林再圆先生家，其实一早就想去的。和他结伴“游山玩水”几次下来，实地

“考察”了好些美丽的风景之后，就知道林先生积累了好多的素材，平日多把自己关在屋

里埋头作画，为即将在国内举办的画展准备着。所以我估量着，现在林先生那里，该有好

东西看了。 

没想反而是林先生约我，原来上次中中会庆，林先生赠出的一幅画《枫国春深》尚未装

裱。他想趁着回国内筹办画展时带回去，一并帮校友会装裱好这幅画。于是我便把画带

去，也顺便带上相机——顺便去看看林先生的新作。 

果然去到林先生那里，他们很高兴地向我展示了 近的一批新作，一部分也已经送回中国

装裱。为了准备这次国内的画展，林先生可是足不出户，如同标准“宅男”般呆在家里，

整天就是画呀画——这是林太说的。虽然如此，他们感觉画的数量还是不够。林先生要求

高，总希望多画些加国的山山水水，透过他的画，向国内的人们展示。 

我们一边打开林先生的新作，一边听林先生介绍。加国的山水是美丽的，而在林先生的笔

下，通过墨色的熏染、构图的巧思，这些加国的山水增添了中国的人文意境。于是在这不

同一般的“游历”中，我们感受到不一般的风情。看，这天堑般高耸入云的，不是《洛行

雄姿》吗？那《漫山芳菲》如此入画、红粉花飞，原来是美丽的樱花正在盛放！在《春郊

逸居》里，灿烂的黄花树下，悠闲的屋旁，是在打球的人们，小狗聚精会神地看著，一切

是多么的闲情逸致。 富创意的是《女皇春色》，林先生为我们熟悉的女皇公园重新构

图——云雾缥缈的远山，潺潺流水从雄奇的山崖穿越，红白相间的樱花树点缀其中。紫藤

架下，人们悠哉游哉，乐在这无边春色中。好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图画！ 

还有更多的画，我们只能待林先生的画展在国内举行后，在画展的画册里，再慢慢欣赏

了。 

热切期待着，林先生的画展能成功举办。让更多的人们，特别是国内的同胞，欣赏到加国

雄伟壮丽的山水、温哥华这个 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风情。也希望通过这个画展，中加之

间的有更多的文化交流，更多的中国画里，展示更多的加国山水，更多的中国文人雅士，

用他们的风格描绘出加国特色的风貌。 

这样，“游山玩水”也可足不出户了。 

 

 
《洛行雄姿》 



  

 
《漫山芳菲》 

 

 
《春郊逸居》 

 

 
《女皇春色》 



  

 
假日观瀑 

 

 
 

林再圆先生展示新作《碧潭空心》，衷心祝愿他的画展成功圆满成功！ 

 



  

 

由创会的时刻说起… 
 

文/徐永强 

 

细雨绵绵，朦胧了温哥华的视野。夏天未至，春天总是用滋润的呼吸让人们感受着她的气

息。彻上一杯香茗，就着几件点心，赏着窗台的艳丽花朵，和知己良朋谈天 说地，确实

是一件赏心乐事。更何况，从中我们了解到更多中中校友会的创会历史，得益不少呢。 

这个周末，我们相约一些创会时的校友们来到卢曼德校友的家中。刚进的门，便听到里面

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其中一爽朗的笑声分外瞩目，但见一位女士捧着厚厚 的一本记事

本，如数家珍般向众人说着往事。她，就是卢曼德校友，中中校友会创会的参与者之一。

好客的卢姨做了许多的家乡点心小吃来招呼大家，满满当当的一 桌让我们有点后悔吃了

午饭才来。老友相聚，分外高兴，卢姨夫妇和凤池姐、婉嫦姐她们是老朋友了，同来的陈

亦雄夫妇、黄美莉等校友也是相识多年了。于是我们 几个小字辈也一下子被这欢乐的热

情所感染，仿如随着他们的时光隧道回到了 21 年前创会时的情景。 

 

多年前的中中校友们，靠着就是这样的一股热心，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他们出钱又出

力，创会时，每个人都是毛遂自荐担当职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工作繁

忙、家里的事情又多，但对会里的事情，他们从不推搪半分。虽然现在他们聊起来，很是

开心的样子，但细细嚼来，仍可感到个中的辛苦。温哥华中中校友会 一路走来 21 载，前

辈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实属不易。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更需要传承起这份的责任，用

心去投入。 

 

其实，一个社团的成立，为着是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相聚、可以分享、可以分担、

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一颗热心，每个人都有一种特长，每个人都有需要关 心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想要倾诉的对象。不同的人走在一起，无论是否相似、是否相知，是一种缘

分。说着乡音、叙着乡情，相互分享着你我在他乡的故事，感叹着 同是天涯的遭遇。有

落泪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分担、共同分享。每个人无分彼此、

不论高低，职位，在会里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大家都 要对自己的会有份承诺，而这份

承诺，是发自内心。这份承诺，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许下的。 

 

我想，创会的那些校友们，当时就是抱着这么一份心思，默默耕耘，如今天的细雨，润物

而无声。 

 

而中中校友会的成长过程，也是有不少这样的校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为校友

会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细心呵护花园里的花儿一般，需要耐 心而持久。 

所以我们有责任，也希望通过大家的一齐努力，如同卢姨厚厚的记事本般，让我们中中的

历史更加鲜活起来。因为其中，有我的故事，也有你的故事。当然，在未来 的日子里，

我们更需要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会办好，让我们中中的未来也更加明朗起来 

 

 

 

 

 



  

 

卢曼德家里温馨作客 
图文/ 杨迎夏 

 

温哥华的生活常使人有“时光停滞”的错觉，平和的日子 好的事是探朋友。在温哥华春

末初夏乍暖还寒的天气中，去到温哥华西区一处浸浴在清新山林边的住家中，与新旧朋友

相聚一个周末悠闲的下午，完全放松地笑谈和交流，可以说是我们新温哥华人 大的享

受。 

中中网的同仁阿强、阿梅和我，很早就有一些设想，访谈一些中山的校友，说说故事，交

交朋友。实际上，我们虽然在中山的社团中用一些掌握的知识和个人热情能做些事，但对

海外社团的历史、现状和人事等认识不足，如有机会去能交多些朋友，可以加深我们对生

活在加国的中山人及其社团发展的认知；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共

同分享。 

之前阮凤池医生在与我电话聊天的时候，说到中中校友会创会和初期发展的事，我们就想

到该与一些当时历史的知情人相约一下以作更多了解。于是，我们就约到了卢曼德女士—

—一位在中中校友会创会时就参与其中的前辈，她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去她的家里作客。 

今天，5 月 29 日，我们来到了靠近女皇公园的一座面对清葱树林和草地的房子，开始了一

次难忘、温馨的作客。以前在社团的图片上看过卢曼德女士的照片，因她是现任温哥华中

山同乡会的副会长。第一次见到卢女士的感觉是她比照片中的样子年轻多了，显得非常精

神和敏捷。她和先生招呼我们进去，先带我们在房子上下到处看看，让我们看一些家人和

社团的图片，及看她的花花草草。我们在餐厅落座，卢姨和她的先生开始忙着把她亲手做

的食品放到我们面前，热情招呼我们。 

等她坐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本厚厚的日记本，其中一本的封面是印着 1989 年的字

样。曾是中中校友会副会长的卢姨对我们说，这里面有中中校友会创会时的日记记录。对

于这段历史，卢姨如数家珍。在她和其他老校友的介绍中，我们尝试找寻出了一条中中创

会之初的历史轨迹。。。 

 

 

卢姨向峻梅展示她的创会时的日记本 

 

“温哥华中中同学会”的开始，源于美国三藩市中中同学会和其会长阮展鹏的倡议。以雷

华鋈为创会会长的温哥华中山县各中学校友会， 初的一次筹备会议是在 1989 年 1 月 8

日在近 Terminal 街的一间麦当劳餐厅里举行，参加者有近 10 人。之后第二次筹备会是在

3 月 5 日于温哥华 Cambie 街夹 15 街的“小榄公餐厅”举行，发放入会及职位表格，并向



  

省政府注册。接着在 3 月 19 日，第一次选举会假座温哥华铁城崇义会会堂举行，选举出

22 位创会职员，雷华鋈为创会会长。在该年的 4 月 16 日，温哥华中中校友会正式于温哥

华家家乐酒家（现近一街的第一楼酒家）举行典礼，邀请到中国领事馆梁梳根领事主持开

幕仪式。在创会后，三藩市中中同学会 25 位校友到访，温哥华中中校友热情接待，写下

了两地校友交流的佳话。5 月份，中中校友会还接待了中山市领导的来访。8 月 6 日，全

体会员组织到美加边境的和平门旅行。8 月 15 日，会员们一起去到女皇公园中秋赏月。年

底，组织了圣诞联欢晚会。这就是创会第一年的会务轨迹过程。 

 

 

我们在卢曼德家里温馨作客（徐永强 摄） 

 

在我的这一篇“温馨作客”的记述中，无意把全部的历史和人物一二列数，这个就让日后

我们作档案的朋友去做吧。我想记下的是中中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的开端，又如何走出第一

步和发展的道路；以及反映出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如今天也一起作客的陈亦雄夫妇、

黄美莉、梁婉嫦、阮凤池等中中的前辈，他们曾在中中这个中山人的海外团体里一起共事

和努力过，无论喜忧，都是有着一段青葱难忘的岁月，一段值得珍惜的历史。更希望我们

能在这些历史片段中，看到过往的轨迹和找寻到亲切感和归属感，回头再看看今天我们所

拥用的，能去倍加珍惜，能去发扬光大。 

 

 

卢姨向老徐和老杨闲说中中“家常”（阮凤池 摄） 



  

好了，我的话题还是回到今天的作客上，说说吃到美味佳肴和赏到的花花草草，和表达对

卢姨热情接待我们的感谢。有图为证啊。。。 

  

卢姨热情地张罗食品招呼我们，她的先生也在帮忙。美味佳肴大都出自卢姨和先生的亲手

制作，改天请她回中中新会所教授心得。 

  

左图：阮凤池和梁婉嫦校友是卢曼德的老朋友了。右图：黄美莉校友（左）是中中创会会

员，正与陈亦雄太太一起欣赏梁婉嫦带来的家庭温馨图片。 

  

陈亦雄校友（左）也是创会会员之一，正与老徐热谈电脑话题，希望中中开办电脑学习

班。我们座位的后面是一个种满花草的窗台，生机勃勃。 



  

  

左图：卢姨介绍这颗是“龙珠果”，果实很好看，外看象小灯笼，内是晶莹小珠。右图：

温馨作客结束，我们一起在卢姨家门外来个合影。我们谢谢卢姨的热情款待，更希望日后

更多的新旧校友之间密切交往，一起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出力。（阮凤池 摄） 

 

 

〖中中网评〗参加座谈会有感 
 

文/蔡美玉     

 

早上天气突然转坏，天色灰暗，下起大雨，但却不影响我去参加 UBC”北美台山与中山移

民座谈会”的心情。 

 

在中中网看见 5 月 18 日举办这个座谈会的消息，我自己就主动发 Email 报名，一来是对

移民历史的兴趣，二来更是想寻找一下曾祖父当年在维多利亚的足迹。 

 

一到会场，看见很多都是比较年长的，还有不少老外，原住民等，登记后到处寻找熟悉面

孔，发现黄校友坐在前面跟我打招呼，还介绍两位隆镇同乡会的老乡给我认识，随后梅姐

霞姐也到。  

 
图：中中校友、乡亲代表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社区历史认知项目”基金介紹主讲余全毅先生（中）合影。右

起：蔡美玉、黄振鹏、余全毅、林婉霞和刘小梅 

 



  

经介绍,原来他们这个项目已开展两年,由 UBC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聖约翰学院校长余全毅

先生负责，巧的是余教授还是我们中山恒美的第四代华裔，可谓年轻有为，他还会说较流

利的环城话，可见他的家族是多么注意保留中国文化和优良传统。经过他们和很多社区热

心人士的帮助和努力，整理了大量有关台山中山老一辈移民的统计资料，已有网页可供查

阅（www.instrcc.ubc.ca ），这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华人的移民历史有重大意义。 

 

大会还请来了美国几位同样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倾听他们的演讲之时，你能感受到他

们祖辈移民的艰辛，他们强烈劝勉年轻一代勤奋读书，融入主流社会。其中余慧珠讲员幽

默诙谐地说到，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你语言不通，如何去理解它的政

策，又如何制定对策去应付，在别人的地方又如何好好的生活下去呢？特别感人的是郑国

和先生带领一班美国学生的寻根之旅，看见重播的录像，回到台山仍然很落后的村落，有

个学生拿着家族的像片到处问人，找到自己家门口时在古老破旧的大门口向里张望，泪流

满面，看见他边哭着边烧香烧衣纸跪拜祖先的情景，在场的人无不感动，留下热泪。 

 

这对于我们这些移民家族的人感触更深，我不自然的想起我的祖辈，曾祖父曾于 1920 年

至 1968 年移民温哥华维多利亚，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到四个国家谋生，我祖父排行第三，

和他的钦兄一起到多米尼加，当时通信不发达，去了几年渺无音讯，祖父母是出名的恩爱

夫妻，祖母每天挂念，流泪太多终得眼疾只几年时间就郁郁而终，留下我父亲四兄妹由曾

祖母抚养长大，当时姑姑才六岁。祖父在外漂泊 38 年终于孤身一人回到家乡，落叶归

根，内心充满愧疚， 大的心愿就是与祖母合葬在一起。而跟他一起出国的钦兄则忍受不

了寂寞在当地再成家，可怜的是我姨婆一人独自养大三个女儿，真可谓“守生寡”，从此

再未能见夫君一面。 

 

想起他们，令人唏嘘，国家的落后连生活湖口都解决不了何来人民幸福可言？比起他们，

我们要幸运很多，当今祖国富强了，华人在外也备受尊重。加上资讯发达，虽然远隔千里

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每天见面聊天，可是，就像讲员所说，我们也应该不段学习，特别是语

言，提升自己，积极融入社会，教育好下一代；除了注重赚钱物质方面的享受，更加要注

意精神方面的满足。我在想，是啊，中中校友会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

们找到乡音，找到乡里，找到归宿；“联谊、叙旧、参与、分享”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不

是应该更好的利用这个平台、发挥它的作用？让更多的中山游子在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地方

生活得开心、丰盛！ 

 

努力吧，校友们，坚信明天会更好！ 

 

 

给刘医生问好 
文/杨迎夏 

 

今天终于能写下早想写的文字，缘由接到了刘医生的电话。这是星期天，平静的初夏午

后，我的手机响起。“Hello!”“迎夏吗？ 我是刘医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啊！刘医生！您好吗？”“好！谢谢你给我的母亲节留言。因我儿子接我去他那儿住，

所以才收到信息回给你。”刘医生说道—— 刘霭贞医生，我们校友会的理事，一个热忱

和很有人情味的校友。 

“ 近好吗？”我问， 近大家都很关心她。“还好。。。。。。”她说。 



  

接着我们聊起她的先生李会长生前与病魔作斗争的顽强事迹。我说我们很多人很敬佩他的

乐观积极的精神。 

“他是以保尔柯察金作榜样的。你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她说。“知道，中学

就读过。”我答。 

“他（李会长）有很多作品，年轻时的事都有写。但现在我还不敢看，以后再整理吧。”

刘医生继续说，“我 近也有出去侨社见见老朋友，儿子也鼓励我这样做。” 

说回中中，她鼓励我们坚持把它做好。我说很需要新旧一辈校友们共同协作，特别希望得

到象她这样的前辈指点。我还告诉她我们在寻找新会址，到时大家更容易见面；她也显得

很关心，她说在中中网看到了，觉得地方很方整。她是我们校友会的中坚，以往中中的各

种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无不看到她的身影和听到她的声音。记得我们前年中秋节郊游第一

次认识李会长和她，就觉得他们是那样热情的人。在鳟湖公园的草地排球赛，缔结了我们

与中中的纽带。之后为中中网开通和组构而在会所开理事抗大会议时，我们开始了有更多

的交往。刘医生对我说：你很象我以前的一个后生住客。李会长当然也是在旁边开玩笑。 

再以后，无论是在会庆的筹备工作、郊游活动中，在崇义会活动、在百万行的队伍中、在

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上、在圣诞晚会前后的日子，我们都常一起工作共事。特别是他们

回乡时，在中山看到中中网上笔者的回乡记录，他们也在网上留言表达“很有同感”，并

诉出“祖国万岁”的激动情怀。这给我个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刘霭贞校友（左二）与中中校友们在会庆中一起唱会歌 

 

“乐观，积极” —— 是他们给人感觉。 

如果不是这个春天时的改变，这样子“我们在一起”的每一次接触，将永远延续。 

2 月 5 日，富民会长打电话给我，说李会长住院了，约一起看看他。晚上，我们一行四人

去到了温哥华医院留医部，看到了刘医生和躺在病床上的李会长。 

刘医生告诉李会长我们来了。李会长露出了一丝笑意，微微点了点头。与他握手时，感觉

他的手还是很温暖的。之后，刘医生与我们谈了她丈夫的病情等情况，她显得心情沉重。

大家给她安慰和表达关心，期待她先生早日康复出院，继续能在崇义会的球台室里听到他

的笑声，在中中的活动中指挥策划。回来后，在李会长病重期间，我们相议要不要把这讯

息在中中网发布。稿写好了， 后还是没有发出，因为不希望打搅他们。只是笔者为表示

个人内心的祝愿，写了一首小诗以作情感表达。 

接着的个多月里，一些校友通过朋友那里知道了消息，纷纷去探望他们。 



  

中中网 不希望发出的一篇文，是李会长离去的告示。我们沉重地在追悼会上与刘医生拥

抱，表达慰问之情。我们在中中网上，庄重地发出了纪念专辑。刘医生看到后，让她的儿

女表达谢意，在网上郑重留言。 

真的，笔者的心情也是久不能平服，很多的情感想表达却化不成文字。到今天，接到刘医

生的电话，勾起笔者写点文字的想法，以表达对李会长和刘医生的敬佩之意。也特想借此

向刘医生再问个好，请多保重。还要告诉她：您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不 lonely，

因我们在一起！ 

 

〖中中网评〗热诚，使命，远景 
(Passion, Mission, Vision) 

 

文/ 刘峻梅 

 

母亲节后的周一，我不幸病倒了，要躺卧床上，反而能休息下来，虽不能做什么要动脑的

功课，因为头疼腰痛脚疼肚疼，还好眼和耳不疼，于是上网看了一些由香港名嘴詹瑞文表

演的栋笃笑，当中虽有许多所谓的”无哩头”，却有许多都是针砭时弊挖掘人性的，其中

有一个就是说到关于现今香港人的生活和工作太多缺乏热诚，使命和视野的问题，让我深

有感觉。 

 

热诚，使命和远景的英文是 Passion，Mission，Vision，“sion”的发音在广东话里和

“唇”同音。文下面就是栋笃笑的网上地址，大家可以一睹为快。 

 

这段时间我常常为中中校友会的活动作思考，也想到这几个 sion, 特别在五月一日的校友

会 21 周年晚宴的举行当中，让我看到许多新旧校友们的热诚和奉献的精神，在一个多月

的预备工作中，每一个投身其中的校友，他们其实都有忙碌的工作或家庭生活要兼顾，能

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精力资金下却能搞好那个晚上的所有节目和细节，实在不容易，如果他

们没有一份爱的热诚和付出，我相信晚会不会那么成功的。我真的为这个献上真诚的感

恩，我记得宴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在新旧理事会为此碰头的会议上，当我听到有人大声

疾呼我们校友会会员并没有和其他会所同样的待遇和福利，当时我心暗地担忧：假如每一

个会员都仅仅是要获取福利而加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了，就像当晚女声合唱队唱的一首歌曲“爱的奉献”所描述的一

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并不是这个校友会的创会会员，并不知道他们当初成立这个校友会的目的和宗旨是什

么，可是我相信起码他们会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友谊，会看重同学同乡同胞之间的那一份

爱，每一个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的彼岸的游子，能够感受得到那一份来自同一个家乡同一

个文化背景的爱和支持，我相信这已经是无比宝贵的待遇和福利了。所以，我绝对相信他

们创会的那一份热情是充满了爱和接纳。 

 

在温哥华芸芸众多的会所中，中中校友会是 日渐年轻化的一个会所，也是唯一拥有自己

网站的一个会所，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物业和资金的会所，21 年的时间实在不短，倘若我们

新旧校友们都能保持当初的那一份热情,我相信,哪怕再过第二个 21 年,中中仍然拥有青春

与活力,因为那一份热情。 



  

中中的新一代理事会员刚刚成立，大家在为此雀跃和兴奋之余，也为着校友会的未来而筹

划。这一次的周年庆里，大家看到了许多新的面孔，更让人欣慰的是也看到不少旧的面

孔，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或许有些离开了校友会的会员，因着不同的原因，也有怀着不同

的期望的，无论如何，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份感情和一份爱，盼望新的理事能带来新的局

面和希望。 

 

新旧会员的融合和沟通，互相的认识和了解，彼此的鼓励和支持，各自付出的关怀和包

容，都能成为一股力量，让这个家更加的健康与和睦！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和使命。 

 

许多人移民温哥华，是因为他把温哥华看成“人间天堂”，这里不仅鸟语花香，人情温

暖，这里更融合了不同的文化的精髓。 

 

我把中中的现在和未来也看成了一幅图画，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又或是一部生命的交响

乐，里面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乐器。。。。。。，却能绘出和谐的画面，

唱出划一的声音，奏出精彩的乐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句让我常常思考的语句，我也愿意

把这句话与大家共勉，盼望中中的未来与你我他，凭着每一个人的热诚，愿意参与中中的

活动，抱着相同的使命，让大家都能成为世界的光和热，都能看到美好的远景，并愿意为

此而努力。 

 

 

 

与慎满叔的小约 
图文/ 杨迎夏 

 

一个不经意的小约，使“美的瞬间”得以延续。 

大家还记得十多天前会庆报道中的“十大美的瞬间”吗？那同样不经意的“瞬间”中，有

校友“品”出了其中的真味。很平凡的人物成了“瞬间”的主角，因为正是他们与我们一

道构成了中中不平凡的组合。 

那主角中，有一位相信大家有印象的，是站着替我们会庆节目义务录像的一位长辈。他就

是满叔，中中校友会顾问李慎满校友。说真的，那天当晚会中，他递给我一小片录像的记

忆卡，说“杨生，看能不能合你们用。”让我好生惊喜，因为我们的计划里没有让这位主

宾席上的嘉宾作这个义工；特别是回来后看过内容，更使我如获至宝，马上发到中中网上 

—— 我们每一次活动总是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收获。 

他让我用完卡片给回会长，回崇义会时转交给他就行了。可是会长改天就出了埠，一时我

就没有把卡交回到满叔，心想会长这两天就会回来了。 

就在昨晚与一些中中老友餐叙后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但马上听出来的声音。

那是满叔，他跟我说没见到会长。我即想起了卡片，就约他明天见面交回他，顺便聊聊

天。他很爽快地应约，说在屋列治的星巴克 Food Court 那里见面。 

初夏的星期六的早上，阳光温煦地到处撒着野，屋列治 Mall 外面的璀璨樱花早已给青枝

玉叶取代。我 10 点多到的时候，满叔满嫂已早早地在那里了。 

“早晨早晨。。。”握手，虽说我们不是初次见面。 



  

我第一时间把卡片给回他，并向他表示致谢。 

“满叔，你确给了我们惊喜。”我说。 

“那里那里。”满叔谦逊回答。 

“说真的，你比我们自拍的好很多，镜头很平稳，无论远近镜收放自如。特别是拍到小朋

友表演的近镜，令我们赞叹不已，很专业啊”我说。 

“不会，只是玩得多而尔。拍时有个脚架就比较稳，那些小孩很可爱就专门拍一拍。”满

叔道，“会庆很热闹呀！比较其它社团，中中有很多年青的新血！” 

 

 
（美的瞬间）满叔义务在拍摄会庆 

 

“是啊！中中多了些后辈，我们还需发展，如一些刚在中山读完中学来加拿大留学的更年

轻的新一辈校友，是我们努力发展的群体。”我说，“现在人是多了，但我们还是缺

‘水’呵。” 

“有人就有办法的了。”他表示乐观。 

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觅新会所，他说有一个好地方会使大家更有归属感。 

“会庆也多得满叔你替我们制作校友会的横匾，非常的醒目。”那是去年国庆游行时满叔

特意为校友会制的横幅，现在每次重要活动就派上了用场。去年的游行，是我个人第一次

认识满叔，他开着顶上播放音乐、浓装的花车，给我们的队伍生色不少。 

 

 
满叔在去年的国庆游行中 



  

我了解到满叔是中中的资深会员，据说还是前副会长。 

“满叔是哪些时候在中中做会长的？”我问。 

“没有，我没有作会长。”满叔说，“有机会我要澄清一下”。 

他继续说：“我确是很早就在中中，是创会时就在。那时候有一些人一起，如卢曼德、雷

华鋈、吴文焕、陈美美、李悦科等等。雷华鋈是创会会长，之后是李悦科、陈美美（副会

长）、吴文焕、陈富民等。我只是理事之一。”他还是那样的谦逊。在一些前辈华侨的举

止言谈中，使人总是看到平和有礼、不浮不躁的风度，也许跟他们融入了加拿大这个确实

的礼仪之邦很久了有关。 

从 1989 年的创会之初，到现在满打满算 21 个年头了，满叔对中中不离不弃，至今还发挥

积极的作用，他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恒心” —— 不是很值得我们中中后辈学习的榜样

吗？ 

 
“幕后英雄”（摄于 2009 年中中夏日郊游） 

 

话题转到社团工作，我问满叔在现时的崇义会那个部门履职。满叔是中中会员，同时是崇

义会的；铁城崇义会是中山人在温哥华 大的社团之一。 

他说做财政，以前做过实业部等部门的工作，是董事之一。 

“实业部是收租吗？”我问。 

“除了这个，还有物业管理、修缮等事情。” 

我们的中中校友，很多是参加几个社团的，除了崇义会，还有隆镇同乡会、中山同乡会、

濠头侨所、恒美寄庐等。以上这些中山人的侨社和我们中中校友会，聚集了无数的乡亲，

同声同气，都是来自国父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人在加拿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华工年

代。下个星期的卑诗大学的“北美台山和中山移民座谈会”的开展，就可从一个侧面反映

中山人及其侨社在加拿大华人历史和社会中所占的位置和起的作用。 

满叔是无数这些“我来自中山”的华侨之一，几十年的生活打拼和贡献侨社，有着说不尽

的故事和心路历程，这些对后辈来说是其中一个了解历史的宝贵资源来源。 

“满叔你这么清楚中中，改天请我们中中网的记者采访你好吗？可以给后辈更多的了

解。”我笑道。 

“不敢当不敢当。” 谦逊再次写在他的面上。 

为不打扰满叔满嫂美丽的周六早晨时光，我先告辞了，相约月末崇义会会庆时再见面。 



  

道别再握手，在满叔满嫂满是阳光的笑容中，我忽然有个灵感 —— 会庆时的“十大美的

瞬间”的主角们，不就都是我们可以采访的对象吗？ 

 

 

 

中中姐妹母亲节的约会 
 

文/刘峻梅  图/海蔚 

 

 
中中姐妹们聚会庆母亲节 

 
今天母亲节庆祝大会中讨论重大计划？也许很快就会宣布。 

 

天朗气清的星期五早上,我赴海蔚和中中一班校友太太们的约会,共聚了一个早餐的时间。 

我敲了门，楼上传来海蔚的声音，她一边开门欢喜的说着：“你是第一位，进来进

来！”，她的手上还在捏着面粉，是为早餐作准备的。 

 

她真的是个典型的巧妇，喜欢家庭和手工艺的工作，什么针织啊，服装啊，画画啊，厨艺

啊，种花种草啊，各类型的手工艺术操作等，只要她用心学一学，就能做出个样式来。这



  

次校友会的周年庆典中，我们合唱队的服装，晚会的场景布置，小朋友的礼物预备等方

面，她都下了不少功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唱队的服装，她不仅要亲自去买材料，而且

还要以有限的价值缔造无限的创意，这做起来挺不容易的。大家看过合唱队员们穿的裙子

就可以想象，加币三块钱一匹的布料就作成了一条条高贵大方的晚装长裙，而且还是她独

自一个人花了一个晚上就做成了的，然后还要为裙子配上高贵的上身。合唱队员一上台，

照片一出，大家就有目共睹了。 

 

门铃又响了，是阿红校友，这位已经是三个小孩的年轻妈妈，一进来就说着只能呆一个小

时，忙碌又充实的母亲。 

 

大家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话题也就加多了。当然离不开孩子们的教养啊学习啊等，看着大

家那副满足的样子，完全没有为辛苦付出而埋怨，我的心中也为能成为一位母亲而傲然自

豪起来。 

 

话题很快的说到这一次的合唱表演和晚宴的举办。 

 

阿红校友抢着说：“我是第一次参加，感觉不错，四个字：声势壮大！” 

 

媚姐马上也接着说“对，我听另外一对第一次参加的梁庆洲校友夫妇他们也是这样的反

应，好气势！” 

 

媚姐可以说是中中的其中一位星妈，她的两儿子都是小提琴手，李文迪和李文骏，大家都

非常欣赏和喜欢他们的每一次主动的参与，特别是文迪带着一群年轻朋友们又作义工又参

加表演，大家早就把他们看作中中的未来栋梁，媚姐在听到别人的赞赏时总是谦虚的微笑

回应，让人感觉很是温馨和亲切。 

 

“下次我们选择歌曲的时候要留意，不能选，。。。。。。”这时候听到敏彤认真的讨

论。 

 

敏彤在这次会庆活动中担任大会的指挥，大家也看她是合唱队的领队，她处事认真不拖

拉，因为她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而且每一次被安排休假也要申请才能得到想要的

日期，而她却能每一次都争取一起来练歌。她曾经是中山市一家幼儿园的儿童合唱团的指

挥，也学过声乐，大家都很喜欢她的真诚的提议，她也是踏实不浮夸的人，本来我们曾有

人提议组织一个击打乐器作为这一次的的节目之一，后来她仔细考虑后觉得还是以后再表

演，因为时间和其他因素还没有充分预备好， 后我们也接纳了她的意见。作为一位愿意

奉献和参与的校友太太，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能干和多才而忽略别人的感受，她也非常看

重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本来合唱队安排由她领唱其中的一首歌曲，她后来决意要让别的

队员来担当，这也让我非常的欣赏，更盼望其他的队员们真的愿意一同更多的参与和分

享。 

 

中中的这一群母亲们难得在初夏的一个早上偷得浮生，儿女们上了学，可以轻松自在地享

受愉快的时光。在她们当中，美玉校友也是我佩服的一个母亲，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小的那个好像应该只有五岁吧！可是每一次大家集合有活动，她几乎都是准时来到，我相

信她是一位时间观念特强的人，我也更相信她是重承诺的人，只要她答应做的事情，她就

会做得很好很负责。她也是很热爱歌唱艺术的，我记得每一次的练歌她都非常认真的把歌



  

中的每一句每一字尽力唱好，也不吝啬于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这也是我所看到的每一位

合唱队员拥有的优点，大家都踊跃的付出，无私的奉献！ 

 

这一次大家选唱的其中一首歌，现在已被会长尊为会歌的《爱的奉献》，我记得当时是阿

丹校友首先提出的，她说非常喜欢里面的歌词，旋律也优美，在这里我想真的要谢谢她的

提议。阿丹是我认识的女性中比较性格平和又不乏活泼的一位，特别是 近的几次活动中

让我被她的可爱好动却不失庄重而吸引，原来她也很喜欢用歌唱和舞蹈来表达她对生活的

爱的，看她在练歌和表演时的那种投入和享受就能知道！ 

 

和阿丹常常一起的阿萍，也是《爱》歌的其中提议者，她也是认真不马虎的人，这次除了

她自己主动参与表演外，我相信她的行动也是让她的小女儿参加小提琴合奏得到鼓励，彩

排的时候她的女儿陈栩菲起初显得有点不耐烦，还赌气说不要参加，我看着阿萍拥抱女儿

亲吻她不断的鼓励，那个情景让我深深感动。表演当天早上我打电话去她们家落实服装的

时候，特意问了栩菲的情况，阿萍说她早上已经练了一遍了，她们一家的认真又一次让我

感动不已呢！ 

 

我知道这次的表演，大多的合唱队员们都有一个信念，就是透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

的儿女作模范，为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而努力，虽然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学过什么歌唱班，也

其实没有太充裕的时间，因为时间和精力都摆在儿女身上了。可是大家就凭着这些信念，

哪怕争取忙中偷闲的时间，煮饭的时候，驾车的时候，只要有空余可以唱的时候就听歌唱

歌，想不到到后来全家都把歌曲学会了。 

 

还有一位中中的星妈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阿群校友和她的一对儿女，陈伟蓝和陈伟图。

伟蓝是姐姐，她参加小提琴合奏；伟图是弟弟，他表演讲故事，相信当晚许多来宾对他的

故事《后羿射日》的演绎有很深的印象。说阿群是星妈其实并不适合，因为她也是合唱队

的队员之一，也是合唱队的一颗星，她也是没有缺席过的其中一位队员，而且我记得她特

别对唱歌的咬字清晰讲究，怪不得她儿子的故事用普通话讲的那么头头是道，字字精准，

并获得掌声雷动！  

 

大家还在热烈的讨论和提议，有人提议合唱队找专业的声乐训练，这提议马上得到一些的

举手赞成，接着大家又为上课时间预定，母亲们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在不影响儿女们的正常

学习下而作，大家就七嘴八舌的继续商议。。。。。。  

 

这样的情景让我特别的欣赏，我所看到的是比窗外繁花什锦更美的景色，一幅幅爱的画

面，每一位母亲的无私的爱，也是对世界的爱，对人间的爱！  

（附：对于一些因为工作或学习而没能参与这次表演的校友们，笔者也是深感谢意的，特

别是表演当晚安排小朋友送花的母亲们，阿霞和阿娜，加喜等，谢谢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也盼望大家更多的合作和分享！）  

 

祝每一位母亲都平安愉快！ 

 

 

 

 

 



  

 

谦谦君子林画家 
图/文 刘峻梅 

 

主编老徐来电说林再圆画家约请茶聚,我一口答应,其实我本人并不喜欢饮茶的，如今答应

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和老徐的关系，我们是多年的同窗和好友，大家已经像是家人，不

仅如此，更是大家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能相知相交相处相见都是一件让我感觉愉快

轻松的事情。特别是 近因为徐嫂（也是我们的同窗）在实习期间，能相聚一起并没有以

前那么容易，老徐能主动来电相约，我当然乐意无比了。第二当然就是因为是林再圆画家

的邀请咯！ 

记得第一次老徐介绍林画家给我认识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谦谦君子一名，脸上

随时都带着微笑，并没有艺术家的那种骄傲的气质，很平和实在的一个人，倒有一点与世

无争的味道，说实在当时我并没有把他看为一个画家，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

友。 

匆匆的一面我们就认识了，并没有交往，只是很偶尔听老徐说他们一起去旅游写生。直到

林画家在暑假前的画展在中央图书馆展出的时候，我们才又见面了。 

这次的画展搞得非常成功，林画家用中国的画笔把加拿大的山光水色都展现在他的作品

里，而且栩栩如生，让人从中不仅佩服画家的作画功力和观察的心思细腻，更赞叹江山如

此多娇！ 

    听说有观赏者在观赏的时候激动地落泪，图画虽篇幅有限，可是画家的用墨洒脱潇洒

却让人感受到如亲临其境，从而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无限和壮观，仿佛听见那瀑布流水和

山涧丛林的大自然交响曲，怎能不激动？ 

我的父亲是一个书画爱好者，我们从小都被熏陶学习欣赏书画，来了温哥华多年我们也经

常去参加和观赏不同书画家的展览，也认识一些书画家，或许是缘分吧！我并没有能真正

去认识和了解他们的其中任何一位。 

这次上天却很眷顾我，让我认识了林画家，而且是一位谦谦君子的画家，我当然没有放过

机会去认识他。 

当天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去欣赏画展的，林画家和林太太的热情迎接了我们。我说林画家是

谦谦君子，是因为他总是很谦和的样子，从来不抢着说话，而且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笑脸，

也没有半点拘束的感觉。当我儿女向他发问的时候，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些

土生加拿大华人对中国书画缺乏认识），林画家不仅非常耐心的给他们解释并拿起笔来示

范，带着他们去欣赏每一幅画，教他们如何去欣赏，一点没有嫌弃他们的对书画的无知。 

 

我们一家人去欣赏林再圆画展 



  

和林画家聊起话来也是一件乐事，绝没有知无不言却是言无不尽，在画展当中虽然他们也

很累，为了不让欣赏者有被冷落的感觉，他坚持要亲自守着展厅，有言语不通的时候他也

尽力的用身体语言和对方沟通，我们看着他和林太太雀跃地为外籍人士们努力的解说的时

候，甚至不惜拿起笔和纸马上就画起来，把带来的所有和书画有关的东西都解释给他们

听，从毛笔的种类到墨砚的用法以及画纸的分类等等逐一介绍，我们一家都被他们的热枕

所感动，他不仅仅在介绍他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呢！ 

后来还听说在画展结束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或许是言语沟通发生的困难，或许是行政疏

忽的问题，让他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对待，不过这些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太多的抱怨，甚至

我在后来他们相请饭聚时听他们说的时候所充满的都是喜悦和安慰，他们为能在异国他乡

举办一个可以带来文化桥梁作用的画展而骄傲而感恩，也为能替中山的同乡们争光而鼓

舞，席中他们更感谢中中校友们的鼎力帮助。 

这次的茶聚同样的也是在他们夫妇的热情主动相约下促成的，同样的我们有更多的话题

了，从林画家的幼年秘密往事，年轻时代在中山博物馆工作，到下海从商时被逼出潜力，

再到移民温哥华重寻梦想，甚至唏嘘一些打抱不平的历历在目的往事，我们都能感受到那

一份对人真诚相待，对人生积极乐观，对事业家庭执着专一的态度，无不让我有“听君一

席话”的感觉，也让我再次的欣赏他的谦谦君子之仪。 

我记得我在画展中这样和画家说过，我很欣赏他能用他的画笔把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描述出

来，我以前以为只有作家才能做得到，今天我却在他的画中看得到了。 

现在，我也要告诉林画家，不仅如此，我更在他的言行中看到真善美，他对人的真，对事

的善，对物的美。 

请容让我在此向林画家说出我的感谢，感谢他和林太太的相识和君子相交之谊，更感谢他

们为中中同学们所做的为梦想而奋斗的典范。 

我们热切的盼望明年林画家的画展再次成功，再次为家乡人民甚至是中国人们争光。 

  

主编老杨提醒我要继续“峻美约会”，我当然不敢怠慢，再次感谢画家给我感动能以此文

做一个交代，今晚可以不用担心梦中被催稿。 

（声明：主编从来没有催稿，只是本人自己“揽上身”，不过被催稿也是一个动力之一，

我会接受并享受的。） 

 

 

 
 
 
 
 
 
 
 
 
 
 
 
 
 
 



  

 
 
 
 
 
 
 
 
 
 
 
 
 
 
 
 
 
 
 
 
 
 
 
 
 
 
 
 
 
 
 
 
 
 
 
 
 
 
 

van.zsssa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