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悼念黃國瑞先生仙遊 
                  唁文悼詞紀念冊  

 

          代  訃 

本會會員 

前金邊端華中學教師 

謝雪玉同學令夫君 

黃國瑞先生祖籍中國廣東省新會市人。西元 1939 年 12 月 28 日，出生在柬埔寨磅針省，慟於西元

202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在法國巴黎仙逝，享壽積閏 84 歲。 

黃國瑞老師系前金邊端華中學專修第一屆群智班高材生，畢業後曾于端華母校教書，後赴磅針省培

華學校任教多年，培育了眾多學子。移居法國後在第戎市經營中餐業。 

黃國瑞老師生前為人謙虛、和藹可親、熱心華文教育與僑社工作，曾於我會創會期間作出貢獻！今

遽然謝世，令人無限痛惜。哀此 

代讣 

   法国端华校联谊会 





       沉痛悼念亡友黄国瑞 

    国瑞病逝巴黎的噩耗，来得太突然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一再打听，证实了这个坏消息，
深感哀伤和悲痛。 

     国瑞的离去，何其不幸！而我，无可奈何，又再少了一个好朋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认识国瑞，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国瑞是柬埔寨原端华中学的校友，第一
届专修班毕业，住的地方就在学校侧门对面，可以在家俯瞰学校的操场，毕业后经常回到母校来，
我也就经常见到他。 

     依稀记得，国瑞说过他在南越堤岸的穗城学校念过书，因而我和他还应该是前后期的同学，有
着师兄弟的关系呢！国瑞祖籍广东新会，我是宝安县人，都讲广州话，我们谈起话来，也就特别亲
切投契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不再是和平绿洲，我无家可归，不得已离开了，回到出生地香港，而
不少朋友留在了烽火连天，而且竟然是变幻无常的险境，有的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我知道国瑞
和雪玉已结秦晋之好，并安全落户法国的时候，我是倍感安慰的，由衷地祝福他俩有个安稳的新生
活。 

     八十年代起，我多次到巴黎，得悉国瑞和雪玉在 Dijon 开餐馆，但始终缘慳一面。倒是国瑞到
香港来，我们才第一次久别重逢。是哪一年，已经记不起来，但他有一个惊人之举，我却忘不了。
他當時要给我拍一张照片，说是为了“交差”，那就是說，要带回法国去给雪玉看。 

     国瑞和雪玉退休后，经常到香港看望女儿一家人，我们也就多了见面的机会，还两次品尝过雪
玉做的地道美味越南餐，我和雪玉在同一学校教书多年，从来不知道她有一双可评上米芝莲级别的
巧手。 

     最近一年，我和国瑞雪玉又多了微信这个互通信息的平台，彼此在微信朋友圈发放的信息，互
相呼应，或加点赞，或作议论。 

     例如上个月的 7 日，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福建武夷山的照片，国瑞马上点了赞。 

    又例如上个月的 27 日巴黎时间上午 10 点钟，国瑞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一张他和雪玉在一个公园
花廊前合影的照片，上面写着“早上好”三个字。鉴于法国疫情严峻，我回了一句话：“日日平安
快乐！”我顺道向他查询林邦望老师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们几个老朋友在疫情肆虐之前经常有聚
会。国瑞马上给了我，还额外加上了邦望的微信号。 

     本月 4 日，我在朋友圈发了两个帖子，其一是摄影作品《月夜》配一首诗《故乡明月照他
乡》，其二是脚踏故乡土、举头望明月拍摄到的一组中秋月。同一天有二十几位朋友点赞，国瑞是
其中一位。唉，天呀！造物弄人，怎能料到这就是国瑞和我最后一次的联系了！ 

 

       曾家杰  敬挽  

******************************************************************** 

 

惊悉 黄国瑞学弟不幸逝世，万分痛惜 ！ 

国瑞学弟是个性情中人，真诚直率，满腔家国情怀，在家是个好伴侶好家长，在外是个好老師好老
友。 如今突然离去，今后再也看不到他那張憨厚的笑臉了，让学友们只能把怀念永远深留心中。
愿国瑞好友安息！一路走好！希望雪玉妹节哀顺变！多多保重！ 

 

      郭晓红   敬挽  

******************************************************************** 

雪玉：晴天霹靂，傳來噩息，無限悲痛。妳很堅強，妳很能幹。相信妳會把悲傷化成力量。我們遠
隔個大西洋。沒有在妳身邊安慰妳，幫忙妳。這消息來得太突然了。我們的朋友圈少了一個萬能的
好友。國瑞呀！老同學！老同事！老友記祝你一路走好。    雪玉好姐妹：保重保重，在這疫情時
期，好好照顧自己，一切節哀順變！ 

 

       美国   李舜娟  敬挽    



深切悼念  黃國瑞同學 

回憶早年同窗時，你溫文爾雅，尊師愛友，學習認真，成績優秀。一腔熱血，兩袖清風。憂國憂
民，豪情滿懷。風華正茂，壯志淩雲。卻不料：風雲變幻，時移世易，歷經磨難，刼後餘生，移居
樂土。想不到一別半個世紀，卻有幸能在金邊母校百年校慶時重逢，滄海桑田，我們已從花季少年
變成耄耋老翁了。但當年師長的諄諄教誨，同學們的純潔友誼，對國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未敢
忘懷。本期望未來能有機會赴法與國瑞兄和其他師友聚會訴衷腸，不料噩耗傳來，兄已仙去，天人
永隔，不勝唏噓。願兄魂歸極樂，安息。 

    澳洲 方智僑(端華專修第一屆) 

*************************************************************************************************************** 

悼國瑞兄長 

  因了疫情，幾近一年，未曾與國瑞兄唔面。不想上週六一個電話，送來了噩耗。 

 太突然了，未曾告別，就這樣靜悄悄的帶著他的淳厚與善良走了。 

 從今往後，飯局上，再聽不到他對食物、往事的娓娓之言，那是對家人、生活的眷戀與感恩；  

 再聽不到他對家國時局那充滿底氣、聲音響亮的慷慨陳詞，那是赤子對故園祖國亙古不變的情
懷。 

 聽不到了，但你鮮活的面容仍然飛揚在我們眼前。歲月，帶不走你那我們熟悉的姓名。 

 初心不忘。 

 六十年前，在學校操場上打完籃球，擰著汗水濕透的背心，意氣風發，渴望著中流擊水，浪遏
飛舟。 

 六十年後，在你微信朋友圈裡，九月二十二日，最後第二則帖子，你寫下了“在我們有生之
年，夢想可能會實現”。 

 這是期待海峽兩岸，早日實現夢想的拳拳赤子未曾改變的初心。 

 可惜，國瑞兄，疾病奪去了你目睹夢想實現的權力。不過，友輩尚在，孩兒輩尚在。當春天來
臨之際，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孩兒輩，一定會將你孜孜不忘的喜訊告慰你的在天之靈。 

 寬心的走吧，國瑞兄，請一路走好。 

王錦炎  陳佩華                      2020 年 10 月 23 日                        

 

«****************************************************************************************** 

表嫂：時間無情，像是吹過了的一陣風。我們大家都一起各自老去；因而我們每個人也無法避免地

走過這人生最後的一程 ！瑞表哥應該很安慰：因為在他將要離開的時候有表嫂妳和妳們的一對兒

女侍俸在側為他送這最後的一程；更令人非常痛惜 ！而表哥在上天也得到了安息 ！生死輪迴都是

上天的安排 ，但願表嫂妳不要太過悲傷；妳要好好照顧自己保重身體；更慶幸有大兒子現在在身

邊可以讓他照顧一下妳 。在下個星期如有任何需要協助請盡量交給我和表弟妹們一起去替妳辦

理？！請多多保重 ................. 

            表弟   王福全 



许怀娇 

悼念国瑞挚友 

花都欢聚几十年， 

情谊绵长高云天。 

当年磅针育英材， 

塞纳河畔创新业。 

一生忠厚人称颂， 

热心相助亲朋爱。 

如今仙逝往极乐， 

音容笑貌永怀念。 

  源法、德婵于巴黎   2020 年 10 月 20 日

************************************************** 

致 雪玉  ------  悼念  国瑞 

 《 蝶恋花 》 

   君失夫君我失友  , 

   君莫断肠伤怀至親走 。 

   黄葉正因秋风落 , 

   天人永隔悲慟恻 。 

   国瑞风範应猶在 , 

   磅针培华杏壇育英才 。 

   忽闻坊间在传颂 , 

   雪飘玉宇最潔白 ! 

    胡仲三 敬輓 

***************************************** 

鎖窗寒 ——敬悼黃國瑞老師 

霧鎖秋寒，凝陰氣結，令人悲嘆。 

愁懷著處，忽噩耗傳來現。 

靨星沉、殘影月冷，天人永隔其悽婉。 

杏壇賢才殞，遺聲餘價，博名編撰。 

遙緬。音容喚。憶師學識廣，德施良翰。 

溫文風趣，講席本科規算。 

校園情、桃李瑞昌，一曲送別陪耆彥。 

痛失君、歸赴黃泉，與世長辭遠。 

 

許懷嬌 

 

 

鎖窗寒—敬悼黃國瑞老師 

日落霜寒，鴉啼影寂，慟悲縈戶。哀思萬縷，化
作淒風愁雨。悼先生、遽然辭世，詞箋寫盡傷心
語。嘆音容猶在，摯情難挽，駕雲西旅。 

秋暮。同遊處。敬急智高才，實堪翹楚。真誠儒
雅，最愛學宮同侶。沐東風、植李育桃，千枝秀
靨馨園圃。遠水間、紫氣祥光，鶴載英魂去。 

 

江麗珍 

************************************** 

鎖窗寒 · 敬悼黃國瑞學長韻步江麗珍學友 

夢斷花都，秋殘月殿，霧迷庭戶。琴書冷落，悵
對初冬簷雨。訃文傳、玉樹衰枯，枝梢自向寒風
語。慟芸窗學長，息勞肩膊，匿聲羈旅。 

雲暮、遙天處。憶湄水汙濁，校園荒楚。杯壺結
契，認作郵輪同侶。伴相隨、海闊山迴，登城繞
舍通幽圃。詎料知、歧路於今，竟終分袂去。 

注：杯壺結契一句，緣自在一趟郵輪之旅途中撿
得水壺，竟是國瑞學長之物，故得識。 

 

姚洪亮 

************************************** 

悼念我的摯友-----國瑞» 

悄悄的，悄悄的 

你走了 

唏噓一聲 

淚水不盡 

哀與思不斷 

茶杯裡的水溫 

還沒有散去 

你就邁步向前跨了 

如此決絕 

一片秋葉就此飄落地下 

這無法彌補的疼痛啊 

為何 

你的步伐是如此匆促 

為何 

你的笑聲就此消失 

永別了 

我的朋友 

安息吧 ! 

         巴黎東郊  賴光勇  2020 -10-18 



鎖窗寒—敬悼黃國瑞老師 

淅瀝寒聲，飄蕭落葉，昊天隂雨。重陽在即，晻
靄雲愁如許。那堪聞 、驚傳噩耗，老師月朔騎鯨
去。更薤歌悲絕，輓詞淒切，客塵匆遽。 

回顧，初相晤。讚親切謙和，笑談如故。高風景
仰，作育英才無數。記往年、海岸花都，尋幽訪
古欣同路。痛而今、淚染詩箋，慰唁何從訴。 

 

蔡麗華  敬挽 

*************************************** 

鎖窗寒 

   悼念黃國瑞老師 

惡耗驚魂，巴黎葉落，薤書悲賦。 

鵑啼鶴唳，強將哀歌飛渡。 

敬恩師、執鞭諄導，笑談古今從容步。 

報以春暉共，情牽四海，育人無數。 

何故？庚年怒，忍痛絕紅塵，騎鯨西去。 

傷心愛侶，萬水千山回顧。 

縱悲歡、不忘初心，閒庭勝似繁華路。 

借輕風，桃李花開，送君遙天處。 

          

許燕如 陳起豐 黃錦明  

洪英光 伍書淵 莊玉興 

莊榮源 鄧麗卿 林碧華 

         仝敬挽 

********************************************* 

英才魂逝花都，學子哀痛腸斷。斯人駕鶴西去，

祈禱一路走好。 沉痛哀悼黃國瑞老師。   

林治(泰國) 

******************************** 

 雪玉姐：驚悉國瑞兄不幸仙逝！深感哀痛！藉此

表達沉重的悼念，並致以誠摯的問候，節哀順

變！ 

幹文  學慧   同敬挽 

 

沉痛哀悼黄国瑞同学仙遊，愿一路走好！ 

望雪玉同学与家人节哀保重！ 

方思美   陈慧卿 

郭春玉   张玲华 

谢亦如   游永泰 

黄雪吟   吴明照 

        敬挽 

******************************************************* 

惊悉国瑞学兄突然与世长辞，深感痛惜！遥祝他

一路走好，早登极乐。愿雪玉姐及家人节哀顺

变，多加保重。 

     欣国 容娟 敬輓 

******************************************************* 

雪玉  國瑞先生蒙主恩召永息天家 你和家人保重
節哀。 

        林萬陳素貞 敬輓 

 ********************************************* 

沉痛悼念 黃國瑞 先生千古 

雪玉姐 

     驚聞噩耗,晴天霹靂,斯人辭世,無限哀傷,深表
惋惜！ 

      黃先生為人忠厚誠信,熱心僑社,心系家國,令
人欽敬,今與世訣別,願他一路走好,魂歸天國,早日
安息！ 

     願妳及家屬節哀順變,保重身體,振作精神,砥
礪前行！ 

      張陽升、徐鳳好 敬挽！ 

************************************************** 

雪玉, 你好!  親愛的老同學, 剛從德嬋驚悉國瑞逝
世, 無比哀傷悲痛, 你失去至親, 我失去好友, 悲哉
痛哉! 萬望你節哀順變, 處理善後.  國瑞, 安息吧 !   

 加拿大  胡仲三 

*************************************** 

雪玉：我親愛的老同學，突聞我的國瑞兄已於今

早逝世，願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你節哀順便。     

     張   揚  敬挽 



驚悉國瑞學兄突然與世長辭，深感痛惜！遙祝他
一路走好，早登極樂。祈願雪玉學友及家人節哀
順變，多加保重。   

  老友玉蘭 敬悼。 

******************************************** 

我的老同學雪玉，昨晚震驚得悉國瑞逝世了！我
和映海都非常傷心 �，但人死不能複生，請妳和
孩子們節哀順變。目前不知能為妳做什麼？願國
瑞一路走好。 

     映海  惠珊 

******************************************* 

      國瑞資質很聰明，智商很高，雖然不很勤於言
語，但是對家人，親友真情相待，尤其是對學
生，諄諄誘導，教學認真負責，是位難得的好戰
友。 

高齡又安詳地與世長辭，雖然喜喪，但晴天霹靂
的噩耗確令人震驚！哀傷！ 

謹以至誠祝願國瑞一路走好！希望雪玉姐及家人
節哀順變。 

        惠鈿 叩首 
********************************************* 

沉痛哀悼黃國瑞學長仙逝，一路走好!願雪玉節哀
順變，多多保重!       

 

韓永基、廖貞華 
****************************************** 

雪玉姐， 

驚悉國瑞兄不幸病逝，我們感到萬分悲痛! 

回想不久前我們相會香港，同遊港珠澳大橋，這
一切都還歷歷在目!不久前還在 13 區相遇，他的
氣色很好，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 

可恨一場疫情，真是世事難料，我們痛失了一位
值得尊敬的兄長! 

雪玉姐，逝者已矣，願國瑞兄一路走好，天堂沒
有病痛，望節哀順變，多多保重! 

文彥碧川敬上 

******************************************** 

雪玉，今得知國瑞病世，甚感震驚，望節哀順
便！願他一路走好。    

愛珊 錫基 敬拜 

       

雪玉摯友： 

驚悉國瑞摯友逝世，深感沉痛，他走得太急了，
我們始料不及， 

恍惚間他就離我們遠去………願他一路走好，安
息吧！ 

願你和家人節哀順變！保重！ 

        惠卿  18-10-20 

********************************************** 

點一盞心燈，願我們的國瑞大哥一路走好！我們
永遠懷念他！[蠟燭] 

雪玉姐，但願您多保重玉體！節哀順變！ 

    熱愛您們的劉俊明和蔡 輝致上 

 
********************************************** 

沉痛悼念國瑞兄，一路走好，雪玉姐與孩子們節
哀順變，多多保重！ 

羅如輝  蔡琴華 

敬挽 

********************************************** 

沉重哀悼國瑞兄仙遊，願心無掛礙，一路走好！
望雪玉好友與家人節哀保重！ 

   林素雲 
      敬挽 

 ********************************************* 

匆知黃國瑞同學過世，驚痛之極！他是我班黃麗
儀同學的哥哥，位巴黎十三區，林文標處，不久
前還時不時相遇，匆見世和刊詞，方知，驚歎之
余，特向他的妻子慰問，願她節哀！國瑞一路走
好。 

          鄭萬豐  敬挽 

******************************************************* 

沉痛哀悼黃國瑞老師仙遊  

痛失長者 

           陳文凱  張素華 敬輓 

 ********************************************* 

痛失学长，愿国瑞兄一路走好，愿雪玉姐与家人

一节哀顺便。 

                              王麗娟  敬挽 



謝老師好； 

我走難到法國來，金邊的一切基本全部遺失，很
遺憾也心痛！所以快樂的郊遊畫面與點點滴滴，
祇留在腦海 � 保 � 美好的回憶！ � 

慕賢與我本打算去送黃老師，但基於目前特殊情
況（火葬場人數應該也 � 規定！就讓您的親屬為
要）慕賢與我就留在家裡向上天參拜給黃老師送
行與默衷！讓黃老師一路好走，早登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   

謝謝～老師！保重，節哀順變！願您安康！ 

  學生 

 

     林淑芝  許慕賢  敬上 

******************************************** 

黃國瑞老師生前廣結善緣，結交許多善知識。我
與老師極少見面交談，在劯針培華母校也沒上過
我班一節課，但從老師身上深深感受到他的性格
沉著，穩重，平易近人，交談幽默，反應敏捷，
慈悲為懷，樂於助人，教學認真。始終有種正能
量。黃老師不告辭世，心中充滿悲痛和不舍，但
願天堂極樂世界裡，您永遠開心，哪裡滿佈蓮
花，沒有紛爭，沒有病痛。願老師一路走好，雪
玉姐。家屬節哀順變 � 

 

       許遵訓  敬挽 
********************************************* 

悼國瑞兄長 

  因了疫情，幾近一年，未曾與國瑞兄唔面。
不想上週六一個電話，送來了噩耗。 

 太突然了，未曾告別，就這樣靜悄悄的帶著
他的淳厚與善良走了。 

 從今往後，飯局上，再聽不到他對食物、往
事的娓娓之言，那是對家人、生活的眷戀與感
恩；  

 再聽不到他對家國時局那充滿底氣、聲音響
亮的慷慨陳詞，那是赤子對故園祖國亙古不變的
情懷。 

 聽不到了，但你鮮活的面容仍然飛揚在我們
眼前。歲月，帶不走你那我們熟悉的姓名。 

 初心不忘。 

 六十年前，在學校操場上打完籃球，擰著汗
水濕透的背心，意氣風發，渴望著中流擊水，浪
遏飛舟。 

 六十年後，在你微信朋友圈裡，九月二十二
日，最後第二則帖子，你寫下了“在我們有生之

年，夢想可能會實現”。 

 這是期待海峽兩岸，早日實現夢想的拳拳赤
子未曾改變的初心。 

 可惜，國瑞兄，疾病奪去了你目睹夢想實現
的權力。不過，友輩尚在，孩兒輩尚在。當春天
來臨之際，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孩兒輩，一定會
將你孜孜不忘的喜訊告慰你的在天之靈。 

 寬心的走吧，國瑞兄，請一路走好。 

 

王錦炎  陳佩華            2020 年 10 月 23 日    

******************************************************* 

   悼 黃國瑞校友 

借方智僑兄幾句評語 黃國瑞校友 溫文爾雅 尊師
愛友 豪情滿懷  壯志淩雲 

2016 年，散居世界各地的四十多位朋友相約於波
羅的海郵輪歡聚，行程結束後，我們又聚首法國
巴黎，在吳松本和曾明耀兩位朋友推動下，再組
織法國南部之旅。在開往法國南部的火車有機會
和黃國瑞兄暢談。從學生年代風華正茂談到政變
後惡劣環境生活的挑戰；波爾布特惡魔年代的終
結，到法國艱苦創業.......國瑞兄堂堂正正走完無憾
的一生，我們希望謝雪玉校友和家人放下哀傷，
讓國瑞兄走好。    

 

   馬桂陽 悼唁 

************************************************** 

 

《緬懷恩師——黃國瑞》驚悉旅法巴黎十三區，
原柬埔寨培華母校教師——黃國瑞老師不幸與世
長辭，噩耗一時震驚校友平臺朋友圈，令人難以
置信！   追思黃老師當年在培華母校執教期間，
不僅身兼初中班主任要責之外，教學認真嚴肅，
性格開朗、樂觀勤奮，黃老師稟賦特優，多才多
藝，對籃球 � 乒乓球 � 音樂都有愛好，數理化
教學等造詣深厚，展現自身全面獨特的愛好和一
技之長，可說是位才德兼備無法多得的好教師。
意想不到如今我們師生天人永隔。昔日巴黎登門
拜訪，久別重逢的團聚、促膝長談歡聚時光曾經
許下再次見面的承諾落空，深感痛惜。但逝者既
已留贈遺愛，無愧而去；生者自當節哀勵志，奮
然前行。願雪玉姐暨眷屬節哀順變！面對當前疫
情形勢嚴峻，祈求大家平安健康，多多保重！ �  

      黄史豪(美国费城) 

   法國端華校友聯誼會    2020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