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at a Great Guy! 

By Louisa Leung(FA59) 

 

 

八月十四日Agnes 梁耀觀太太傳來George Lai (Esther Lai 的丈夫）逝世的噩耗，其後Esther 

證實George 在八月八日早上、在家人的倍伴下安詳離世。Esther 透露依據丈夫遺願以低調

處理身後事，不設靈堂或有關儀式。 

 

對伊中美 國舊生會而 言，灣區的會員凡有參與會的活動，都會認識George。在過去卅年

來，他和Esther 幾乎每年都出席舊生會的週年大會和夏日旅行等活動。正所謂婦唱夫隨，

我們舊生會好像多添了一位會員。當翻閲Nelson Tsang 電郵給我有関以往George 曽參與舊

生會活動的照片時，我很是感動！希望借此篇幅,憶述和表揚George對伊中美國學生會的

熱忱和支持。 

 

George 的中文名是賴華文，生於馬來西亞華裔家庭。適逢戰亂，家境不裕。他的母親無

論有多艱辛都供養和鼓勵George 要努力讀書並選擇就讀中文中學。憑著他的智慧、勤奮向

上，George中學畢業時榮獲馬來西亞當年最優秀的Asian Foundation Award 學術獎到新加

坡大學入就讀學士學位。畢業後他更取得全額奨學金分別在North Carolina 的Duke 

University 完成物理碩士學位和在 Chicago 的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

。George 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學者， 無論是他的學業或事業上的成就都從不輕易告訴別人

。單是他的謙遜就值得我們仿效！ 

 

George 是一個非常友善、仁慈和富責任感的人。記憶中伊中 舊生會的任何活動、只要

Esther和他在灣區，他們一定會出席支持，而且經常是儘早通知辦事人。就算是不能參與

，他都會知會我們。2017年十一月，我有事找Esther, George 收到我給Esther的電郵立即告

訴我Esther 和妹妹去了香港，免我等候。我多謝他時他的答覆是 "I would never let any 

email or letter go unanswered."   

 

George 的「有求必應」是我們都清楚的

事實！每次我們邀請他做客串嘉賓，無論

是二胡演奏、鋼琴伴奏、甚至我的惡作劇

要求他穿上女人四吋高跟鞋、他一様答應

照做。有George, 就有笑料！有一次會員

們起哄要求點唱懷舊歌，我們邀請George 

伴奏鋼琴，在沒有樂譜的情況下，他也答

應了。他的慷慨為我們的節目添加歡樂與

繽紛 ！ 



Esther 和George可説得上是伊中美國舊生會的活動支柱支持者。就算是走出灣區的他們都

參加，2000年舉辦的溫哥華之遊便是例証。當我準備要寫這篇時，Nelson Tsang 費了不少

時間和精神幫我找到很多有関George 在過去多年來曾經參與會的活動，由於篇幅有限，

我只能選擇其中一些刊登。他不單祗是「有到」而且是積極地參加活動、例如Line Dance 

等等。 

 

George 和Esther在多年前搬往Sunnyvale 的新居，並邀請我們十多個舊生到他們家的喬遷

派對。 他為我們準備了紅棗桂圓茶，笑著説「女人都需要滋補啊！」，晩飯的湯是Kathy 

Lau 仍然記掛的是那濃濃鲜味的自種無花果南北杏瘦肉湯。眼見他們的後花園有一個十尺

高的建築物，不像民居或狗屋，我就問George，他說「是雞竇！」，原來是他們養了兩隻

雞！George的幽默細胞隨時可以發揮作用！ 

 

當我們哀傷失去了一位好朋友，Esther 和家人更是傷痛。今年的聖誕節是George 和Esther

的結婚五十週年，多可惜George 沒有守護到那一刻！這一段永恆不變的愛情將永遠刻在

Esther 心中。當我們惋惜他的離世，卻有兩件事情為他慶幸。其一是George 從開始有膽癌

症的徵兆 到死亡、是兩星期的時間；其二是他在關鍵時刻能認識神的真理和接受主耶穌

基督的救恩、得著永生、現安享在主懷抱、是最好的祝福！ 

 

容我在此衷心感謝George Lai 在過去長久以來對伊中美國舊生會的愛護與支持。正如

Nelson Tsang 送給Esther  電郵悼詞說「George will be sorely missed」 

以下的一首詩是送給Esther 和她的家人，希望他們都能節哀順變。 

 



 

 



 

 

 



 

 

 



 

 
 

 



Return 

At a time of sorrow,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sun will once again shine. 

That's when it seems you do nothing but grieve, 

With all joy being left far behind. 

 

Still, life has a way of  starting anew, 

A gradual moving away 

From heartaches that linger, as heartaches will do, 

If you will allow them to stay. 

 

As spring returns to the Earth every year, 

Bringing all of its beauty in view, 

So merciful time will heal everything, 

Bringing peace of mind back to you. 

 

Know in your heart that love never dies, 

No matter whatever befalls. 

The only ones who never have tears in their eyes 

Are those who loved no one at all. 

 

The greater the love, the greater the loss. 

Still, it's love t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Few are the ones who will not bear the cost 

To have shared in the joy of its giving. 

Author: Alora M. 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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