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朋友,錯過了！
錯過了！
悼高中29屆 陳漢祥學友

不是故意沒有參加您的葬禮,您必缺席我的喪禮!當年也
請不到您來我的婚禮, 而您也沒邀請我參加您的。大家都錯
過了! 錯過了…
錯過了! 錯過了少年時的友誼, 高中時的您心高氣傲與我
(們) 格格不入, 因為您已在職場打滾, 為生活與前程發愁, 而
我(們) 還在溫室中受呵護, 縱使是偶而為前途憂思, 也只是少
年維特的煩惱罷了！就因為您較成熟, 我們這班小毛頭也公
認您是領頭人~班長!
錯過了! 向少年告別的您, 錯過了和我們班上的朋友話
別, 1968年新春戊申事變後, 還未及畢業考 您已消失了, 步
上那充滿刺激艱難的逃亡路上, 揭開您人生的另一章。
錯過了! 1968年11月寒泠的秋末在台北僑委會偶遇, 當
時我們這一批越南新僑生鬧哄哄地爭取入學權, 而您放棄試
讀的身份, 或多等一年再入學, 於是您寧願靠自已的實力參加
聯考, 您對我說: 「點解妳時常都咁好運? 」我茫然不知怎樣
回答您。您那失意的眼神, 我也未能了解您的不平, 沒有互留
訊息, 當時一點也不可惜。
錯過了!...那段孤軍奮戰挑燈夜讀、寢食俱廢準備聯考的
日子, 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不懈, 您毅力可嘉,再接再厲, 考
取您的理想學校～台大。有幸我們又校園再會。
錯過了!... 那些您隨興而至的夏夜, 「喂! 要不要兜風? 」
像催眠似的跳上您的鐵騎, 在仁愛路上飛馳, 那天通常是您領
薪水的日子, 我們最終還是找個地方聊天, 您的花名是「西遊
祥」當然是西遊打牙較,福樂是一間比較客稀的咖啡店, 您喝
咖啡我就點雪糕, 其實您於課餘當家教, 我實在不應讓您破
費, 而您堂而皇之地說:「唏!妳用老豆錢, 應慳, 我自已賺錢自
已洗, 不必擔心, 我請得起。」 說得我也有些慚愧, 心底其實
對您老人家佩服不已。不過一下子又投入您的話題, 當然我
也會常攪笑、也會當聽眾, 也會互相幽默、彼此挖苦、既討
論也辨論, 從童年往事、校園紀事、時事新聞、以至個人抱
負、存在主義、讀書心得與評估等等…令我有聆君一席話勝
讀十年書之感, 回去後我也乖乖地看書「備課」, 以便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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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您不脫節, 而您 也鼓勵我看了不少名著, 可謂受益匪淺。
有時您給人的感覺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又憂國憂民, 弄得我
啼笑皆非, 因為我還未看到我自已, 更妄言未來。不過之後我
也會心情迴盪不巳好一陣子。有時也感抱歉! 害您斯人獨憔
悴!
錯過了!... 就如您常說﹕「妳是快樂天使, 不知人間愁滋
味。」我這幼稚的心靈並沒有「聆聽」好「您」,也聽不懂您
的心聲…所以您只有獨抱愁懷！錯過了...但我很感謝您當我
是朋友, 那些點點滴滴是滿滿地隨著我數十年, 不時仍在我的
記憶中竄起, 尤其是知道您離世後這段日子裡。
錯過了! 您畢業後, 您沒有道別,您又像從空氣蒸發, 傳說您參
加了當年的十大建設, 我多麼為您慶幸, 這也吻合您追循的偉
願, 為國效勞, 默祝您好運。
錯過了! 1975年越南淪陷後, 攪亂了我們這一批離家遠
去的遊子們的生活與思緒, 像斷了線的風箏, 一時之間, 像雞
飛狗跳。又傳來消息, 您已離台赴法。
錯過了! 翌年我也到了法國,與您緣慳一面, 因為您已抵新大
陸了, 去開創您的新天地。
錯過了! 又是一段為生活而掙扎的日子, 各自為已為家而
耕耘。錯過了…
錯過了!1983年末, 我們又在美國加州見面, 得知您取得碩士
學位又娶得賢妻, 工作於加州公路工程處, 位高職優, 生活愉
快。原來您也如我們一般的平凡人, 不再奢談民族大義了。
匆匆相聚, 也沒有常常聯繫。
錯過了!1998年, 您沒有參加我們班畢業30週年的遊船
聚會, 當我們回到洛杉磯時, 您給大家放映您回越的錄影帶,
記得您曾誓言旦旦永不回越南,我笨拙地質疑問您,卻換來您
冷漠的眼光。您不想前事重提吧！我也識趣地不談往事,自此
之後以往那種熟絡親切感竟盪然無存。您疏遠我們!
錯過了!記得中文報章訪問您這位傑出的華僑時, 您卻承
認自己來自香港而非越南, 即使您不想承認來自越南這個帶
給您不愉快的回憶的地方.甚至認同寶島台灣也情有可原, 至
少那個地方也曾孕育過您。同學們都感到了冷慄起來, 忽然
間, 大家都退避三舍, 不敢親近您了, 錯過了珍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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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了! 又一次我們高中班友聚會, 很難得您也來, 這回
我看到您昔日的影子, 您大談您回中國大陸講學, 看到您那得
意洋洋驕傲的神色, 因為您已可回饋祖國, 您的願望也達成。
錯過了! 偶而我們同學聚會也見到您, 但您不是常來, 您
漸變得沉默寡言, 也感到生疏, 不再高談闊論如往昔。是您的
聽眾少了, 還是您的格調高了？最後一次見您是2007年在追
蘭聚會上。
錯過了！沒有人知道您病了！您為甚麼要選擇孤獨？當然您
有家人陪伴, 但您還有很多關心您的朋友, 您拒我們千里, 而
我們實在咫尺。難道您忘掉有我們一班老友記嗎？錯過
了！…遺憾啊！
錯過了！傳來噩耗啊！傅訊的人真的惡作劇, 說您已謝
世多時, 一副輕描淡寫的態度,像沒有一回事地似在愚弄我。
好愕然啊！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回過神來, 心情很久也未
能平伏,反正又是錯過了！以為就此算事已了結, 怎料到會在
獨處人靜之時, 眼淚會不自禁地由眼角湧下, 心中戚戚然, 很
痛、很遺憾、很遺憾！是惋惜？是錯過了？是… 一切冥冥
中都安排錯了、錯過了就是錯過了…
昔日豪情壯志已隨風消逝，昔日的懊惱也煙消雲散了。
您那不平的怨氣像泠卻了的火焰, 但您不平凡的人生耀亮了
我們這班老同學, 您更是我們永遠懷念的朋友！
安息吧! 不再錯過了…
2010年11月17日23:56完稿
美哉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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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29屆同學緬懷

陳漢祥校友

鄧蕙英 代述

陳漢祥曾是我們高中29屆的班長，後赴台大唸土木工
程，為自己的前途與理想而刻苦奮鬥。之後來美國攻讀碩
士，80年代在加州公路局任職，多有建樹。數年前經常出席
於校友聯歡會，或在我們班同學的小組聚會上見面，他一般
都會侃侃而言，高談闊論，引介他參與的工程或是旅遊心
得。彼此的聯繫沉寂了大概兩三年，偶而會收到他轉發的
email，也不曾提過特別的主題。所以他息勞歸主的消息傳
來，那麼突然，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追思禮拜已於11月13
日在洛杉磯舉行。遺憾的是在他與頑疾搏鬥的這段時日裏，
我們同學無人知曉，也完全沒有慰問或鼓勵。感嘆人生許多
的無奈，如今只能在此補上我們的緬懷與悼念。相信他已完
成了在世間的使命與責任，卸下勞碌重擔，得享天國的安祥
喜樂。
今年3月他曾發email 來介紹一首歌，上面述說﹕
這麼有味道的一曲好歌
讓人想起走過歲月艱辛
曾經問過誰會唱這曲子
結果沉澱心湖一段塵緣
…….
晚霞的感嘆﹕ ....., 看到妳轉寄陳漢祥的"依貓",聽那首
365裡路的歌, 讀他的歌詞,一面想像他平常講話的型態,我眼
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
記得他曾對我們說過 : "....當你們在高中享受青春年華的
時候, 我已在焦急地籌謀怎樣逃離越南到台灣讀書........ " 。我
想像這首歌好像在說他....我哭了......
“365里路--好歌--好景~~懷念那段美好青春歲月~~”,
這首歌的詞句如下﹕
睡意朦朧的星辰 阻擋不了我行程
多年漂泊日夜餐風露宿
為了理想我寧願忍受寂寞 飲盡那份孤獨
抖落異地的塵土 踏上遙遠的路途
滿懷赤誠追求我的夢想
三百六十五日年年的度過 過一日 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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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越過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豈能讓它虛度
我那萬丈的雄心 從來沒有消失過 即使時光漸去依然執著
自從離鄉背井已過了多少 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從故鄉到異鄉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從少年到白頭
三百六十五里長路 飲盡 那份孤獨
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越過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豈能讓它虛度
三百六十五里長路 過一日 行一程。
同學們，當你聽著看著有所感觸時，就當成是我們記念這位同學
的一種方式吧。

！

陳漢祥太太的謝函﹕
知用的漢祥同窗好友們:
感謝您們深厚的祝禱關懷與鼓勵.漢祥的離去,令我們傷慟憐惜,
疼他童年孤苦無依,顛沛流離,困窘煎熬,敬佩他堅毅奮鬥,克服艱難
的心志勇氣與智 慧,每次驅車在60,605,105.....高速公路上看著那
些已建好,正在興建的工程,處處都有他的心血,我不禁淚流滿面.誠
如他的上司所言,所有南 加州困難的工程,都能在漢祥不屈的領導
下一一完成.
在空間的實相裡我找不到他的蹤影,在時間的記憶裡他永遠與我
們相伴.
祝大家生得健康,活得喜樂,生在信念中,活在平安裡.新年愉快
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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