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元美一九六七恒社紅寶石禧花絮

慶祝畢業四十周年紅寶石禧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我們
六十三位恒社社友懷着興奮雀躍的心情在中學禮堂前列
隊，由來自多倫多帥哥蔡業恩同學擔起社旗帶領進場。我
社邀請四位老師劉彩恩、鍾偉光、陳立方及麥文郁做主禮
嘉賓，他們經已安穩就座台上了，然後由我社之表表者：廣
州培正中學校董、首屆全世界培正同學日主辦人潘其平社
友做司儀，由他逐一唱名，我們則按次序登台與老師們握
手後列席。

我社社友可謂卧虎藏龍，人才濟濟。包括在教育界顯
光芒的郭新、陳炯林、王彬、王必敏、楊斯敏、張偉犖及
陳桂恒等等。亦有在商界長袖善舞的鄭保卿、羅啟堅、呂
榮團、劉健年、嚴耀炳、廖國祐、董健彬、郭應釗及梁照
堅等等。此外還有執社工界牛耳的胡淑星；縱橫電訊科技數
十年的譚澤邦、王作湛及陳秉驄等等。執業於建築界的周
榮超及何子鋒。任職精算師的周素民及藥劑師的郭耀祺等

等。載�旅遊界的陳淑熙；還有在地產界闖出名堂
來的潘其平及查懋成；執業於財經界的關德深及黎
秀馨……還要特別一提就是我社蘊藏着兩顆天文界
巨星，他們就是郭新及陳炯林，受聘於中國航天科
技部門，出任為「嫦娥一號」香港顧問。能獲此殊
榮者香港只有四位，而我社社友則佔了兩席。我們
真的是與有榮焉！

我社亦不乏學效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精神，默默為培正同學會工作的四位社友，他們就
是美國羅省培正同學會會長潘其平；法國培正同學
會會長郭若蘊；台灣培正同學會會長劉安乾；及星
加坡培正同學會會長鄭保卿。

龍虎榜未能盡列，且談台上慶典。司儀潘其平
既莊且諧，常有神來之筆。他在台上忽然請登台領取我社
贈予培正小學支票的李仕浣校長留步，向他大讚現時小學
學生英文水平高，然後憶述他剛從廣州來港就讀小四的情
景。一天英文老師叫他「sit. down」，他就趕忙去把班房內的
燈熄掉。唸小五那年，他請求英文老師讓他去洗手間，老
師叫他「go.ahead」，他則乖乖就座，老師問他何以不去？他
則說你叫我「去你的頭」，我豈敢去呢？引得哄堂大笑！

紅寶石禧紀念儀式完成後，我們移步至豪華酒樓，參
加香港培正同學會舉辦之大公宴。我社佔了七席。席間觥
籌交錯，我們嫌用杯飲得不夠痛快，索性用碗來乾……不
知喝了多少瓶啤酒了，十分高興。從台灣回來的劉安乾，
不但豪飲還�聲高歌，先來支「上海灘」；再來英文歌；復
來台灣民謠，好不熱鬧。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刻來臨了，意
猶未盡，捨不得離去。希望很快我們又有重聚的一天。

二○○八年一月七日

廿多年前，我們帶着書本的
知識，師長的訓誨，同學們的情
誼離開母校，為學業、事業、家
庭而各奔前程。轉瞬經年，偶然
翻賞舊照，那份親切感覺，雖遠
猶近，總有着重回當年的心願。
然而這份回憶卻帶點遺憾，多
少年來，每屆畢業同學都藉着
一本同學錄，重温昔日的校園歲
月，唯獨是我們那屆同學，就欠
了這本珍藏刊物。

過渡了難忘的九七及千禧
年，我們與香港共同見證了不少
起跌，人長大了；紅藍校園孕育出來那份凝聚力，經過年月
的洗鍊，亦昇華了。

多謝朱耀輝同學，他憑藉一股赤誠，自力創辦了駿社網
站，加上多年來保持聯系的小眾駿男女，由最初每年數度的
聚舊飯局，慢慢進化成具組織性、功能性的級社同學會，彼
此都本着各人多走一步，結果便不一樣的精神，號召身邊的
舊同學，共同參與一個期待廿五載的盛事——銀禧慶典。

不計其數的工作會議中，我們也曾意見分歧，亦正因這
份求同存異的態度，令整體效果更理想，更難忘。籌備時間
看似很長，但當大日子的到臨，兩三天的密集流程：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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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邀請賽、加冕典禮、大公宴和謝師宴，
卻飛快似的成為另一串回憶。許多同學都暫
時擱下手上工作，帶同家人，從世界各地專
程返港，就是為了這天，這次重聚。

闊別二十多個寒暑，一下子重回這熟悉
的地方，重遇這些不變的面孔，那份感覺又
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兩天就熱鬧地匆匆過去了，留不低的是
人和時間，揮不去的是感情與回憶，我們一眾籌委仍為�作
中的紀念特刊及DVD努力，令同學們可以在珍珠禧加冕前
保存這份經典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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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社 珊 瑚 禧 紀 念 活
動，因各社友的熱烈反應
和臨時增加，由原定的九
天延長至十二天，正式在
網上網下報名的社友人數
有80人，吳小江因戎翠芬
的魅力吸引，歡迎會前突
然出現，何志滌在同學日
出席，加上朱活仁在歡送
會當天，以壓軸的姿態出
席，加上李志興和蔡秋荷
25日參加科大午餐，減去
蔡敏儀，王名安，戴基錦
三位臨時因事未能出席，實際參與人數共82人，比銀禧加
冕時88人少了一些，但亦是培正同學會珊瑚禧人數最高記
錄之一。分別來自美國9個州；加拿大2個省；澳大利亞1個
州；中國北京，上海，深圳；澳門和香港。連同社友的另一
半；下一代，到賀的培正同學總會會長，香港培正同學會副
會長，香港培正中、小學校長，老師及親友，參與人數超
過130人次。
14日–歡迎會晚宴

香港培正同學日前後，多個級社都有活動，培正同學
總會雷禮和會長，香港培正中學葉賜添校長，香港培正小
學李仕浣校長，能同時參加我社的歡迎會晚宴，是我社無
上的榮幸，香港培正同學會陳德華副會長（前培正同學總會
會長），公私兩忙，到賀並送上禮金便離開，盛意可感，他
社向來請不動的何國斌老師和柳鎮平牧師出席了晚宴，讓
我社社友感到莫大的喜悅。培正同學總會、香港培正小學
何建宗校監、李仕浣校長送上的花籃，讓歡迎會晚宴生色
不少。

澳門培正中學的招明師姊，著名的書法家，無償的為
「賢社學生中心」提字（特�字懸掛在大樓正面），創作碑
文，更出席了我社歡迎會晚宴，賢社學生中心命名儀式及
同學會大公宴，我社全體社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謝。

由四位元社友組成的捐款組，以2:1的比例捐款（即他
們合出100萬，其他社友合捐50萬），「賢社學生中心」的命
名費，.不到十天便落實，他們四位出資出力，卻不願出名，
款項以賢社名義捐出，成就了培正118年校史中第一座以級
名命名的大樓，校園可建地點已建得差不多，可算前無古
人，後來者有一定難度。歡迎會中社友們以熱烈掌聲表示
了對他們高尚情操的敬意。

歡迎會中有一環節，競猜「他是誰」，從35年前畢業
同學錄中抽出社友照片，用五款不同的不規則圖案覆蓋，
分五次顯示全貌，六次競猜中，五位最多把覆蓋去除兩次
便已被認出，可見各社友對35年前同窗的容貌仍是多麼的
熟悉，只有張爾韜未被認出，因他比以前「帥多了」，應可
獲「面目全非獎」，勝出者與被認出的社友及35年前的他合
照，很有意思。

同學總會雷會長講話中笑說他十年前也參加了賢社銀

禧加冕活動，十年來，每天會親吻賢社兩次，他用賢社銀
禧紀念杯做漱口杯也。

陸光正夫婦從美國帶回來了兩年前從中國領養的兩位
女兒，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愛心。他們兒子沒出席，卻帶
同他們兒子的女朋友出席，可能是讓她先體會一下陸氏後
面的「賢社大家庭」和讓我們給他們出點意見吧。

唐兆成的兒子不到五歲，是我們活動中年齡最小的，
亦是全場矚目的小帥哥。

李玗瑕（魚蝦）身在法國，活動期間，多次打劉紀美手
機，與各社友聊天，各社友亦爭相與她談話，到最後，有

賢社珊瑚禧花絮
賢社社友合編

賢社學生中心前合照

科大午餐

賢社學生中心碑文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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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叫：.「這手機是誰的。」已不知誰�誰聊了。
14日晚– 「浦吧」

晚宴後，星爸曹永傑（他女兒為2003年香港小姐冠軍）
帶領群雄群雌「浦吧」，品嘗美酒，天馬行空，大話西遊，
不醉無歸。
15日上午–梁北鵬運動場及賢社學生中心揭幕暨「運動校
園」 啟動典禮

假母校中學大操場舉行。典禮開始前，七十多位賢社
社友已排隊魚貫入場，在預訂的坐位上觀禮，相信亦是母
校大樓揭幕禮中，社友出席人數的一項記錄。

賢社學生中心揭幕主禮嘉賓賢社黃兆永，向學生講話
時鼓勵同學們要學習有級社團結精神，並故意穿上西裝牛
仔褲，以解35年前上學不能穿牛仔褲之心結。黃兆永和莊
友堅兩位同時主持了賢社學生中心碑石之揭碑儀式，七十
多社友同合照留念，見證了此賢社社友以母校為榮，以賢
社為傲的大事。

典禮中加插了在校級社精彩的啦啦隊表演，社友們都
不約而同地問起為紀念賢社中四至中六連續三屆都只能得
亞軍而捐出，比冠軍獎更大的啦啦隊亞軍獎盾是否仍然每
年頒獎。

莊友堅見到籃球場多對籃球板都是新的，有只一對是
舊的，很不協調，即以賢社名義，認捐了一對籃球板，據
說要兩萬多，真是物價飛漲。

看到健身中心先進的設施，回想當年在「北極」和「三
角地」訓練時的情況，真是「相形見絀」，現時的同學們是
多麼的幸福。

見到母校現有體育運動設施比以往都先進和齊備，大
家都期待著母校各項體育運動成績亦能超越以往的輝煌。
15日中午–茶聚

揭幕禮後，齊集維景酒店唐宮酒樓「醫肚」，賢社訂了
七桌，到步時見到的是「紅藍人海」，除賢社外，不知有多
少個級社亦在，見到的都是「自己人」，唐宮變了「培正飯
堂」。
15日下午–同學日大會暨賢社珊瑚禧紀念典禮

同學日大會後，分別是各級社紀念典禮，經過漫長的
等候，終於等到賢社珊瑚禧紀念典禮，當賢社「御用大旗
手」關德銓高舉社旗，帶領進場時，銀樂隊奏起進行曲，全
場掌聲雷動，各社友都覺得自己此時特別「氣宇軒昂」，慶
幸自己能支持到這重要的一刻，七十多名社友浩浩蕩蕩，
齊步向前，.上臺接受祝賀。

致送禮物「一人一火鍋」給到賀老師的時候，陳力行老
師輕聲的說：這一定是「出口傷（商）人」.的產品。可見孫
啟烈的產品已家喻戶曉。

大合照後，有支票致送儀式，分別為中學賢社學生中
心–150萬元，小學賢社舞蹈室–50萬元。

為感謝培正同學總會數十年如一日的出版「培正同學通
訊」，為海內外紅藍兒女提供精神食量，在歡迎會上，準備
籌集3萬5千元（35周年），贊助同學會通訊費，但從雷會長
談話中得知，同學會經費來源有限，只靠同學會在何文田
唯一之會產出租收入及校友捐獻維持，每年各級社都會在
紀念活動期間籌集一些資金，贊助同學會通訊費，3萬5千
元已是歷年來第二多的贊助，經各社友再商議，在同學日
大會中，. 將贊助同學會通訊費支票金額改寫為6萬元正，
希望能拋磚引玉，其他級社都能給與同學通訊費更大的支
援，當然，同樣重要的是提供級社的活動資訊和稿件。
15日晚–同學會大公宴 

賢社訂了七桌全坐滿，有幾位社友未出席，不然還要
加位。

鮑沛霖媽媽鮑太，是我們活動中最年長的嘉賓，曾在
母校校務處服務多年，對我們社友在校期間的「成績；底
勢」都很熟悉，多年未見，對我們還是那樣的熟悉，見梁美
麟總是跑來跑出打點，多次拿著他的手說：「你要吃點東西
先」，關心備至。
16-17日–澳門一兩日遊

香港出發由鄺明遠當領隊，帶領26人從香港乘船到澳
門，劉焯誠為前澳門培正同學會會長，盡地主之宜，安排
接待，一早就備好豪華旅遊巴士在澳門港澳碼頭等候，連
同先一晚前往澳門的社友，共30人，除參觀澳門名勝外，
更參觀了澳門母校，很多社友都是第一次探訪澳門母校，
都覺得澳門母校發展與澳門發展同步，領先在澳門名校
的前列。午餐由劉焯誠請客，品嘗澳門豐盛粵式午餐，晚
餐原本訂了海灣餐廳之高級葡國套餐，但莊友堅去電話打
了招呼，該餐廳老闆臨時改了以該餐廳最好的菜式款待我
們，又飲又食，除免服務費，免茶芥外，餐飲費都全免，
除多謝該餐廳外，更多謝莊友堅的「安排」。社友們都覺得
這次澳門遊大大的物超所值。
17-21日–雲南五天遊

有29人參加，出發前預告為有雨，到達時天公做美，
每天都是白「雲」「藍」天，陽光普照，風和日麗，遊山玩水
特別舒暢，各人享受到一次難忘的旅遊。

歡送會 參觀澳門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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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從香港飛抵昆明，在機場等候轉機到麗江
時，記起上月先到雲南為這次游程探路的姚蘭莉介紹，有
不錯的足部按摩服務，幾個小學真班時排排坐的小朋友

（四十年前的小朋友），齊齊去，排排坐，排排按，歡笑閒
聊間，感歎四十多年前那會想到有今天的光景。

在麗江兩天，游雪山水寨，山明水秀，真是人間仙
景，古城，納西村，東巴文化等，別有特色。更在山下（玉
龍雪山為天然背景）一個大型露天劇場，欣賞到張藝謀編導
的少數民族表演，真人實景，甚為壯觀。

到大理，登蒼山觀洱海，遊三塔，走茶馬古道，參觀
段王爺出家廟宇，古城，白族大宅等，其間，讓我們回味
到金庸小說中的風土人物，集體回憶，可一樂也。參觀中
得見一席用大理石為「菜料」，有大魚大肉的盛宴，真是眼
界大開，原來大理石不是只可用來做大花瓶的。

五天雲南之旅，眨眼已過，又從仙境回到麈世，仙境
中短暫的日子，讓平日雜務纏身的同學們，無限眷戀，念
念不忘，幸有照片把不少美麗的回憶記錄下來，讓我們以
後可��樂道。
22日–歡送會

在「賢社學生中心」一樓Cafe舉行，環境，食品與以
前的小食部真是天壤之別，因部份外國社友已先後離港，
部份社友為參加之前的活動已請太多假，到會者只有40多
人，仍然熱鬧非常，笑談當年之餘，葉校長為我們安排了
在教師專用餐室之大電視屏中播�活動相片和錄影，觀賞
時又是一陣陣的歡聲笑語。. 席間，劉紀美頒發「賢學博士
學位」與Paul. Tsang.（何靄寧之先生），以表揚其對賢社社
史、社友的熟悉及在過去十年來賢社活動的參與和支持。
餐後，部份社友到籃球場上大演身手，寶刀未老。可惜母
校排球隊剛訓練完畢要離開，不然，我們也不怕他們說我
們「童心未泯」，要和他們「比試比試」，讓他們見識一下我
們「昔日的光芒」。

歡送會後，鄒碧輝招待社友到她的水療中心試用和「做
冬」，還開玩笑要邀請梁美麟做她公司代言人，梁美麟回復
說：如以現狀作為「之前」，35年前照片作為「之後」，一定
有「說服力」。
25日–科技大學午宴

活動不斷，25日劉紀美招待社友到科技大學午宴，出
席者有30多人，包括多年來未有露面的蔡秋荷和家人。

銀禧活動後，社銀行戶口約有九萬元存款，珊瑚禧籌
委決心把錢花光，外國回港的社友及家屬，餐費全免，本

港社友的家屬亦一律半費，玻璃紙壓，社呔，絲巾等由該
存款中支付，但活動結束後，社銀行戶口仍有兩萬多元結
存。

現今科技發達，互聯網被我社使用得淋漓盡致，十年
前銀禧加冕後，賢社網站建成，社友可在網上看到各社友
的通訊地址，社友在各地活動的資訊和圖片，這次籌備珊
瑚禧活動時更起了重大的作用，加上在ChaLau「茶樓」上

（電郵群發），魚蝦，Kmay，Niki等「唇槍舌戰」，一唱一
和，熱鬧非常。這次珊瑚禧活動期間，每項活動結束幾小
時後，網上已有活動的報導，圖片和視頻，供不能回港的
社友「望梅止渴」。珊瑚禧活動剛舉行完，在「茶樓」上已
有提議，下次活動要組織到那裏那裏，已不能等待多5年才
重聚首。
  賢社ReUnion永�落幕。

捐培正同學通訊費從三萬五改為六萬

玉龍山下大劇場

這個小朋友就是四十年前的我

同學日大公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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