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廣說

法庭才等閱乏經過

錢益學長字沛霖，杭州人，西湖潰柳浪閏鶯左近錢玉祠所供吳越王錢 L

鐘之後裔。 1930年卒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為高材生，畢業後服務於

京擅杭南鐵路有年。蓋灣光復旦11到臺灣服務於臺灣省政府之交通處公路局

者垂二十年著有「佈局記J 一書，以紀其初創臺灣公路以及閔行公車之慘

淡經營。繼叉到臺窩航業公司為總經理者七年，著有「七可-艱苦話臺骯J

→書以記共整頓擴充臺灣航業之辛苦工作。精明強幹 9 公忠體悶，為同學

及國人前敬佩。

余與錢學長fJJ不相識，及 1974-1975 間之冬月某日，承沈兆龍學長來

函約去錢益學家晚餐。沈與余為揚州中學同學、上海交犬同學，且為揚州

伺鄉，彼在臺幫時曾在公路局錢副局長磨 F為工程師者三年，彼此甚熟。

當日在座者有劉軒吾學長夫婦、丁士雄學長夫婦、沈兆龍及余。到達後與

』諸同學歡聚，也錢之大世兄致呆及其夫人劉麗琴整治烹宰，美有盈桌，余

當時正患胃潰踢不敢放肆 9 祇淺嘗牛肉牛乳而已。錢學長則大i砂2日己喂，高

E 談潤論，但不食牛肉，謂: I先室製牛肉極佳最可口 9 逝世後余忌食牛肉

主己三載於主主矣! J 其人筒佳甚強，而豪爽幽默 9 每以劉軒吾學長為取笑

對象。劉為蘇北車宵人，粗臂橫腰，宵力過人，在校時與錢兄同住 A問宿

l 舍。想當年江南才子:取笑蘇北強人時，劉兄必曾飽以老拳;同學之樂可以

想見。相識後因冊居在紐澤西州，故此相距不足十哩，故時相適從，方知 台左至者: ?t~ts龍、錢孝長、陳廣元、學!對吾

我在津浦鐵路服務時之頂頭上司錢委員博泉，的為錢學長之叔父，相見恨

晚。

1975年三月間錢兄過往畫北，為已故夫人三週年紀念致奈。~支對其夫

人之懷念無時或已。美間住處有一間房仿置為靈堂，專供其夫人靈位，其

倩意之篤有如此者。同年五月悶悶美後，自!]若手寫「佈局記J '每完成一

篇師送我一誼，去探先視為快。因此知我在大陸交通老友如侯家源、譚獄

泉、草書嵩、任顯翠諸兄皆曾先後為華灣老政府交通處長、公路局長，於

是話題增多見面益頓。

1976年四月?我之胃潰楊復發加劇?不得已住院割除病胃半個。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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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劉兄到位慰問送花寄卡，問家後叉承錢兄常來探說，高情厚誼，永久

七、八月間技之病體較佳，又常與錢、劉二位聚首清談，而我之胃口大

好，以前昕忌食者一切開放。 1977年春問我們三家輪流春諦，錢兄精神食

量均健，談話出口成章，在座者無不閱堂大笑。但我發現其面色l晦滯無先

澤?初未敢面告。以後每次見面覺其晦滯程度加深，乃間有何不適，答謂

~~J如常，映大肥肉不己，劉兄及其長子致呆每勸其少食阻膩不聽。我郎

以所見告並勸共飲食起居要十分當心。後來見面，彼謂「曾請醫生按查，

什麼都好，無問題 1 J 余代欣慰並祝賀 C 秋悶，久無電話，我打電話去亦

無人接 0 余電話告知劉兄，劉兄晚間與其媳劉麗琴通話，知己入醫院住某

號病房，余隨郎驅車去採。

見面後，彼衣著整齊坐病床上看書，甚安靜，面色稍有光澤，但尚未

說l辰。 rm經過，他說「醫生左益右查 9 查不出什麼。最後在左下服打三針

頭劑藥水，甚痛苦!然後照X光方君出左邊腰子右瘤，甚大，非苔Ij去不

可。開腹後知瘤體太大，膜子亦受損害，乃將整個腰子一起割i祟。現在已

在復原中，無痛苦?不久的可出院。」出民後仍住致某家。

此時，致呆世兄忽找到好事，不但薪津比現職加倍，而且夫人亦可在同

一公司做事。公司在明里蘇打州北方一個小斌的十 International Falls ,

MN. 離加拿大不遠，地方冬季甚冷。當時致是世兄一人先去，其夫人仍

;住原處仍在附近銀行供職，一侯房子賣去，再移去明 1+1 0 正好，錢兄在家

;養病;如右人君房于，彼可領君。房子成交後，錢兄可移住華府附近其次

E 于致福家。一步]靜候房子脫手。十月間脫手有期，我們幾個同學約在劉軒

E 吾學長家設席為他們送行;錢兄此時身體似已漸次復l萃，惟前此常呼胃

書桶， I也牛奶牛酪胃藥等都無大款，醫生梅、查，謂胃並無病。今日相見謂仍

至未全好，大家都說華府右好醫生，到那里再去詳細按查。十月終全家離

退間。以後就無甚消息。打電話吧，我同二世兄致福不熟且未見渦面，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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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打電話間也間不出什麼情況，寫信吧，又怕勞他的神，祇好等著 Q

十一月接到致呆世兄自明Hf來信，說他的爸爸在華府入醫蹺，隨後又

收到致福的信說錢兄叉在華府1Jf1刀割大腸一呎許，若將兩函筆錄錄 f' :

致呆十一月二十日白朗外|的信說「佳於上月廿四日辦妥售屋于讀後，

於當日下午五時上路赴華府舍弟處。翠日叩別家嚴，的與麗琴上路北

行，托庇於廿九日安抵，忙亂達十天之久，方暫告安頓。但叉開家嚴

在華府病倒入院，令佳等每日如坐針藍......J

致福十一月廿一日白華府來信說 r......家父於十一月十一日因腸部不

適住入醫蹺，醫師檢查結果認為大腸受阻塞， 2頁速用于街割治。......

十一月十三日于街進行鹿三小時，切除大腸一呎餘，蓋係腸中有毒瘤

一枚...半年內家父受兩次大于街，宜在損耗體力過甚，住 Intensive

Care Unit (特別監護病豆)達六天之久......J

錢兄自己於十一月廿八日親筆來函說「弟年災月晦，十月南居小兒致

福家後，宿疾腸胃病大發。至十一月中旬便秘兩週，胃納毫無，日7位

疲弱，兒媳急待往醫院診治，終於十三日接受切腸大手術，痛苦不

堪。至今兩句轉輾床第。今若漸見痊可，惟踐軀已扉弱不堪，體重E\

自 135減至106磅，巳皮包骨與前判若兩人。醫囑星期四出院尚須繼續

受檢查治療......J

1978年一月四日他又親自來信，頗抱樂觀，他說r···致呆夫婦來此，

骨肉共聚卡天，賤軀精神陡增，胃納轉佳，現已由住院時之104磅駭

升至 112 磅。並赴十哩外;三醫師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一針，亦托庇

無甚重大反應，再越四五天仍2頁赴醫繼續治攘.;....J

二月三日他自己來信說r·....·但醫囑不宜多勞多思，是以日居斗室恍

做老僧入定﹒.....J

三月間致某世兄來信說乃父近來f情緒低落，令控等極感驚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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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切安好，

因病體與情緒有極大關迫，深忍因此延誤康復之時 IJ ......控因見家嚴

平時對老伯處處均以學長前輩事之，對老伯之規勸，必較易接受。是

否可煩詰老伯暇去函→試?又家嚴因無特別嗜好，亦為感到無聊之

主因，是否能請老伯出個題目讓家嚴有一陣忙誨，當可更能使情緒煥

發......J

我當時知道他將要接受化學治療 Chemtherapy 。在治按時必頭打針

叉要吃藥。 1前些時讀劉大中學長接受化療後寫給同學的信上說，打針吃藥

後，五職熱得如火燒一般非常痛苦難受。我想錢兄此時必在吃苦中。我就

寫信告訴他一個秘訣:就是在最痛苦最難受時，自己對自己說?我現在已

經死了，自然一切完了，還有什麼痛苦呢，這是我在割胃後在特別君護室

搞得最利害時間貫行的辦法，確有放驗。至於出個題目給他消磨時日的辦

怯，技就將完成的 i!U:遊八卡ifJ 自序的初稿寫給他，請他替我修正，不

久{也有信來說:

「昨纏綿病搧之睬，忽由致福交來惡卡一」份，內附罕世良言，臨於;反

惱時緊念.--字訣，可助故復精神不少......必要時祭出應用。」

他3月於我的自序有三點建話: (一)丈內英文不必要可以除去，囡囡人看

來頗多反感;仁)中段太嚕嘯，務求簡潔; (三)該書內容領略加說明。我得信

後一→照辦，並將改正文字再寄請告闊>1}£復函稱贊一番，足見此文頭可

解悶。

四月四日他來函說[......忽又感揚眉不過，數週以來，目納毫無，以

致體重又降至 100 磅，現正由致福夫婦朝夕陪侍貝不斷求醫診查。軒

吾兄位將於本月中旬來此 9 如非另有要哎，于乞勿專程駕臨，因弟屁

I'

已達

'色色a

6

他安心靜養不再煩躁。有一天劉軒吾學長來電話說「錢學長有電話 1月，我

代他在左近故一個一間臥房的公寓，並請代找一老媽，他要搬來紐澤西

住。」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劉吽我寫信勸他待大好後再投來不遲，足見他

恕向老同學們再聚會聚會。五月中致某忽來一喜信，說他父親要到紐約請

問學吃飯，他說:

「家最病況白月前一度有變化外，後已IJ 日漸康復，精神已恢復大

半，且骨在上週由舍弟陪同往君 N.B.A. 之1睦球妄

並不覺祟，惟體重仍只 105 磅，想不久即可逐漸增加。家父因精神依

復，對老伯、劉伯伯、沈伯伯等各位老友深懷念，想來紐澤西州、l一

行，仲可把l啟暢役。任等亦按月底 Memorial Day (美國紀念悼亡將

士值的之長週末東去探親父病。屆時當待向北上。並揉於卅一日(星

期三)夜七時，假紐約市彭固自徑與會弟致高敬備菲酌恭請堂光，不

知能接冗光臨否?J

同學們得此信後皆大歡喜為錢兄慶賀。劉軒吾學長查明錢兄今年七←卡

整壽，五月間謊，其生日;商決由他們幾位共辦紅色壽悼一軸，並吽哥兒寫壽

聯一付;我對!扣國詩詞除熟讀吟成白己欣賞外，創造對聯主無訓練，不得

已湊成一聯用紅紙皇室字寫成:

屆疾全崖人爭羨賢兒佳婦

七旬是iU長從今享鶴壽松齡

他在病中，兩個兒子媳婦侍候到無傲不至，他有時還大發脾氣。在美

國今日;有此賢兒佐賄，真羨?誰人也。五月;lfl- 日致呆夫婦擁乃父先到我家來

親謝友誼，一見面骨瘦如柴，兩頓突出，而兩n~縮入，面容拈稿，而精神

久乏力，恕不詣促膝位談，窗誼殷肢，極為感謝!......J

以後四五個星期均無甚消息，我們以為他在養病不敢寫信驚動他，文

l不敢打電話，恐怕他下樓勞動，就此除默禱上蒼保1祐外無法幫忙，惟l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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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稍談後方知割去大臨時，另在右腰閥門j~F洩 o 執行化學ib原持要打

去套針槳，每套五針，一禮拜打完;打完六套後休息一禮拜，然後再君倩

影決足打與不打。現在六套已打完，體重掉去40 磅; r81去後恐怕還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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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I老學長!痛苦異常! J 當日他們三人去紐約住旅館休息一宵，明日 不能吽見于媳婦代辦。我想他有許多說不出的煩惱!我真可憐他。然而不

車來按他同華府。

陳廣 t元史學長不幸足有失明之搞?其居住;各山磯之次

公子傳正世凡上月十一日出門為孩子講物，同，]走入大路本

遠，即有一快車從左旁挂入?駕車者為十八成美國女孩?

登時身亡?傳正頭部委侮，急送醫救治 p 昏迷不醒三日改

逝世。慧星墮失?得年僅咐九成?身改造有妻子及，亡齡、

三齡稚兒二 p 哀哉!惜我!聞者無不歎息。

i來是學長喪可i之為

次公子傳正車禍逝世

能幫他的忙!私下同劉學長夫婦詳談如何送他罔去。劉在主人身份也不能

催他走，君他不飲不食，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如何辦?大概後來劉打電話

給錢兄的住附近控!J:商量。控女來君後，當g~電話致福，致福夫婦次日閱

八月問他的情緒不佳，八月下旬他的大媳婦劉麗琴自明州飛到華府把

他接去明 1+1小拔居住換換環境。九月初，沈兆龍學長電話劉軒吾說，他的

問個兒于托他在唐人街買壽衣，並問沈將來如何將惜框連同畫北與其夫人

合葬。似乎病情加重了!以後消息時好時壤，有的醫生說胃襄有癌，有的

醫生說胃里無癌。延至卡月十三日(星期五)劉軒吾學長來電話說「錢兄

巳於令晨[~r.寺病逝於醫院!當時其長子致呆長媳劉麗琴隨侍在側。令日共

次于致福次媳沈有珊自華府飛往，其長兄錢謙及其控女自紐約飛往! J 可

憐他一年來與癌魔搏閩!它盡苦頭，終於脫離苦境，平安昇天!想錢兄聰明

絕頂，道德高尚 9 教子右方，詩:文忠實。服務公路局、臺航公司皆全力奔

赴以國家利益為主。今年七十歲。原屬身體強健，三年前夫人患乳癌逝世

後，輒時感不適，終因腸癌不倍，問者無不酸鼻;美東同學更哀閩逾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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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星期日，問學們要為技們慶祝八十雙壽。事前約定不可錯

張，祇由參加之少數同學各帶兩個菜到軒吾學長家聚餐。屆時參加者劉軒

吾，王元衡，劉昌夏、丁士雄、及我共五對，另外右沈兆龍、錢益兩位，

宴。到紐約郊外郎開始下雨，到市中心則雷電交加大雨如注，街面積水盈

示，交通硬塞者數次。彭園地址在必街，劉學長在 44街左近轉來轉去轉不

出彭園。找到時幸陣雨已停，急、下車入門，見錢兄亦迫下車，乃相將入

們。錢兄衣履鮮明，滿面春風。食堂上掛壽樟壽聯。席閱兩桌 o 同學到來

祝壽者右劉軒吾、王元衡、丁土雄、沈兆龍及我共五對;他的兩個兒子致 d

J藍、致蝠，兩個媳婦劉麗琴、沈育珊，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另有他的控

女等人。彭間為新開中國餐館，設備富麗堂皇，盤有爭奇聞艷，客人飽

飪，主人盡歡;君錢兄在主位上敬把事菜，亦自款不少。客 i散時，錢兄謂

擬次日借次于一家同華府，致呆夫婦則逕向間 1'1'1去。大家致謝後並勸其安

心靜養，必可永緩古的。接閱阿華府後叉開始打針。

我很少去紐約，內人更少出門，誠因年事較長體力究不甚健也。卅一三

日承劉軒吾學長夫婦開車按送，我們二老也到紐約第一流豪華中國餐館赴

于午到彭園吃飯。

在

~

接兄此次單獨自華府乘火車來，由劉學長去車站接。大家見面，覺得他比

上次在紐約時叉瘦了些，精神也比上次差，說話乏力;但自帶「郎時顯

影」之照像機一兵，尚勉力代大家拍照。他說他這一次來要在劉學長家住

幾天有 l司去。次日我打電話問劉學長: I錢兄生活如何 ?J 他說「不佳，

他不吃東西，我們預備了知汁、牛肉汁、白木耳等，他淺嚐部止，不想

~! J 第三日，拉帶了兩盒蓋灣魚鬆給他，他接到手剖開吃兩口，甚好。

你戳在他的浴室君見右許多東西如消毒紛、賄、等等，想他大使時必

不E 用吸簫吸出，然後自己消毒，必甚苦惱!此等事當然不能要旁人幫 i亡，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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