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是培正1948建社畢業離校60週年，為了讓難
得的一次中學畢業鑽禧紀念更有意義，建社香港同學會高
鎮南會長在2006年底倡議開展一項為國內貧困地區學童提
供資助的扶貧助學善舉，這一倡議，迅即得到海內外建社
同學的支持，在高會長的帶頭和積極推動下，善款滾滾而
來，到2007年中已完成籌集目標，與此同時，我們在「香港
智行教育促進會」的介紹及協助下，決定把善款贊助廣東省
懷集縣汶朗鎮李坑小學，重建該校歷經四十多年被風雨侵
蝕已頻於倒塌的磚木結構教室校舍，以解決邊遠山區的貧
苦師生獲得一個良好的安全學習環境的基本需求。

1月20日李坑小學的新教室樓已建成，並舉行落成儀
式，建社高鎮南、趙汝康、鄭鴻煊、潘興四位同學和香港
智行教育促進會凌桂珍主席等五位合共九人作為代表親赴
該校慶賀。我們乘直通火車由香港經四小時到達肇慶，懷
集縣政協岑副主席、肇慶市教育局雷科長等親到車站迎
接，再乘車三個多小時到了懷集縣城，第二天一早，即乘
車沿着新建的山區狹窄單行車路經二個多小時終於到達目
的地——李坑小學。

前行不遠，可見在山坡上新建成的鋼筋水泥結構，單
層校舍上高掛起「衷心感謝培正中學1948建社同學會捐資
援建我校」的長幅紅布橫額，在山區攝氏4度的寒風中，該
校兩位教師早已帶着75位穿着整齊興高彩烈的小學生列隊
熱烈鼓掌歡迎我們的到來，參觀校舍，見正面牆上嵌有一
塊顯目的「功德牌」刻有此次捐資建校的事蹟，以作永久紀
念。由於學校操場尚未建好，故省卻了升旗等典禮儀式，
而改為在課室內以座談會形式進行，縣政協岑副主席主持
及致歡迎詞，繼由汶朗總校李校長報告李坑小學的辦學基
本情況，並對建社同學會的資助建校，深表謝意，建社高
鎮南會長和智行會凌桂珍主席先後致詞，感謝縣各級人士
及師生的熱情接待，又勉勵學童尊師互助，用功學習，將
來成為建設國家的有用人材，希望老師愛護學生，盡心盡
力辦好學校。最後，由一位四年級女學童代表致答謝詞，
說出了邊遠山區學童對雪中送炭者，無限感恩的真摯心
聲，她說：「我們懷着一顆激蕩感恩的心，衷心地感謝培
正中學1948建社同學會捐資，為我們重建了一所堅固的新
校舍，有了你們的關愛，我們從此可以安心愉快地學習，
結束了風吹雨漏的惡劣學習環境，解除了不知那一天會屋
倒房塌威脅師生人身安全的顧慮，師生齊歡笑，幸福源流
長，我們今後一定更加努力學習，天天向上，不辜負你們
的厚愛和期望。」學童的純真，肺腑的言詞，實在感人，令
我們深感到我社鑽禧紀念之際，這項助學善舉，確實是我
們建社同學人生中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座談會後，我們會同智行會，把由香港帶來的禮物 
——書包、文具、圖書、風帽等贈送給歡欣雀躍的每位學
童，汶朗鎮領導亦代表李坑小學回贈給我們刻有「奉獻愛
心，興學育才」的紀念牌留念。

賓主盡興，活動結束時，不覺已過中午，四年級的學

生爭取時間定要和高會長合照，天真稚氣的全體學童戴着
風帽，高舉書包禮品，依依不捨地再次列隊熱情歡送，期
待我們這些盡了點綿力的有心人，在學校其他部份，全部
建成之時能再來探望他們。

記建社鑽禧扶貧助學善舉

奉獻愛心興學育才
趙汝康

廣東省懷集縣有關領導及校長和我們在李坑小學新校舍前合照

在李坑小學，新校舍牆上掛上「功德牌」永久紀念

（47建社）陳譽煊

今年是建社畢業六十周年，建社諸公100%是老壽星
了，為此我向你們獻上一首壽詩，這是一首同頭壽詩，作
者是明朝《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寫的，詩曰：

壽星獻彩對如來，壽域光華自始開。
壽果滿盤生瑞靄，壽花新采插蓮台。
壽詩清雅多奇妙，壽曲調音按美才。
壽命延長同日月，壽如山海更悠哉。
此詩每句頭一壽字，其意是蟠桃獻壽壽添壽，松鶴延

年年晉年，所謂壽比南山，萬壽無疆，壽比「同日月」都是
吉祥之意，就算是我的開場頌吧。
返聘於教育局有感

再過六年古稀翁，雖近黃昏晚照紅。
不因退休萌離念，更從餘熱獻微功。
三千白髮人猶健，一顆丹心志尚雄。
檢點生平聊自慰，重揮彩筆寫新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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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抒懷
五十年來一教鞭，清風兩袖意悠然。
銀燈消盡心猶熱，贏得英才萬萬千。 （1999）

登樓有感
八十蹌踉喜登樓，歷經滄桑已白頭。
莫道歡愉驚日短，同窗一叙也風流。

賀培正中學建校120周年
慘淡經營，披荊斬棘，繼往開來，垂百貳周年歷史。
銳圖改革，敬業育人，承先啟後，孕萬千舉世良才。

培正十好  調寄 《憶江南》
培正好，前輩苦辛勞，教育生涯營慘淡，良師雲集領

風騷，為國育英豪。
培正好，昨夜夢魂中，猶記兒時嬉逐戲，「美洲」攻讀

望成龍，耀祖更光宗。
培正好，美譽貫西東，至善至正承校訓，滿門桃李煥

新容，花月正春風。
培正好，校慶喜相逢，問暖噓寒情意切，何妨煮酒論

英雄，行業各不同。
培正好，兒女遍西中，商學工農操勝劵，成功立業縛

蒼龍，群彥備推崇。
培正好，數理拔頭籌，德智體群全發展，群策群力創

新猷，領導顯奇謀。
培正好，遠近仰聲名，教育素質屈指數，一流黌府孕

精英，蜚譽滿羊城。
培正好，教育重人才，培後進兮其素志，智德優異上

階台，堪樹百年才。
培正好，體育逞雄風，網、排、籃、足真善美，看球

場活虎生龍，操勝在握中。
培正好，舊貌換新顏，萬丈高樓平地起，校園桃李百

花繁，情系是紅藍。
何須惆悵別離詩 ——贈與培正嶺南學長

未忘培正同窗日，猶憶嶺南摯友誼。
歲月蹉跎悲逝水，年華虛度惹愁思。
阮藉猖狂應笑我，鐘期既遇尚逢時。
但願天涯存知己，何須惆悵別離詩。

校慶日
校慶叙會喜相逢，問暖噓寒煥芝容。
歌頌母校詩百首，唱酬東山酒千鍾。
樂壇宿將存星海，數理新秀有成桐。
萬紫千紅桃李艷，英才輩出永不窮。

歡慶歌
畢業六十秋，歲月去悠悠。當年奮研讀，今日喜豐收。
東山群英會，暢叙說衷由。談笑有鴻儒，名利非所求。
工農兵學商，行行皆上游。專家比比是，科研佔鰲頭。
全賴師栽培，紅藍秩新秀。竿頭百尺上，向前永不休。
建社好同窗，但願人長久。鑽禧期在望，歡慶再聚首。
杯酒論縱橫，快樂永無憂。

致海外建社諸公
（一） 畢業離校到於今，但見繁霜兩鬢侵。
 問君輕舟去國日，可曾一系故園心。

（二） 遠遊他邦幾經營，順景毋忘梓里情。
 外埠繁華終非我，應知月是故鄉明。

〔附言〕余非文壇中人，更不是詩人墨客，我的專長和
愛好都寄情於數學。五十年來，數學教育從未間斷，不過

退休後，閒着無聊，抒發感情而已。或者叫做無病呻吟，
亦未嘗不可。至於聲韻平仄，時有錯誤，敬請諸公大力斧
正，幸甚！幸甚！

2007年11月12日至17日是1950年級弘社於香港、深
圳歡聚嘉年華的日子。

12日下午2時，從世界各地蒞港的弘社同學齊聚於何文
田母校培正中學。報到後參觀中學，由葉賜添校長介紹中
學近年的發展。知道2000年開辦培正教育中心，開辦資訊
科技教育課程、電腦專業課程等成績，在新建的何添夫人
陳淑芳女士命名的禮堂大樓及教學樓流連忘走。接著又到
小學參觀，由李仕浣校長介紹小學近況及發展，他說到準
備新建的培正教育大廈，為日後開設副學士課程作準備，
令我們興奮不已。感動的是兩位校長對弘社給母校作出的
貢獻不吝言辭，例如對何厚煌同學為學校捐獻禮堂大樓、
早期為母校電腦設備捐獻，等等。

晚上，大家齊到豪華大酒樓舉行大公宴嘉年華，就是
弘社成立64周年，應當慶賀。宴會由丘建華主持，社長蘇
君樂對與會者致歡迎辭。中學校長葉賜添、小學校長李仕
浣分別致辭。丘建華對這次活動中出了大力的同學表示感
謝。接著酒樓送上席珍，計：伯爵生海蝦、五福臨門拼盆、
紅燒豆腐海皇羹、西芹鮮菇鴛鴦柳、蠔皇花菇鵝掌、翡翠
炒斑球、紅炆斑頭腩、生炸龍江雞，加上生炒糯米飯、幸
福伊麵、百年鴻運鴛鴦美點。是夕大快朵頤，席間還有抽
獎。大家慶幸又有機會共聚一堂。

13日，車子載著我們向尖沙咀走去，欣賞香港的海濱
風光。大家邊走邊談，只見對岸宏偉的會展中心，往來香
港和海外的巨型郵輪，在海中交叉飛遁而走的輪船相映成
趣。走到一處，只見地上標有「黎民偉」的字樣，原來這是
為廣東電影之父，黎錫的尊翁立的紀念。同學們馬上圍著
此地標照相。又到金紫荊廣場，看樹立在那裡、由中央政
府贈給香港的金紫荊雕塑，大家照相留念。中午，到紀利
華木球會午膳。飯後，港分同學合照。下午，車子把我們
送到山頂。但見那裡建了兩座大建築物，海邊也多了許多
高樓，景色和以前大不相同，還有名人臘像館。晚上，到
人民入境事務處頂樓享受黃乾亨、李錦鴻、何厚煌、鄭樹
安、張婉笑同學的宴請。席間，鄭建基對很少參加弘社活
動的同學予以介紹，例如黃光輝夫婦、鄭鎮球、李保羅夫
婦等，對本次活動有功的人予以表揚：陳東海、韋基舜、陳
萬蝠、黃漢仁、鄧惠貞、陳鴻鈞、黎錫、丘建華。席間，
黃乾亨太太、黎錫、關潔等同學唱歌，潘永建吹口琴，給
宴會贈色不少。

14日，車子離開香港出發到深圳，至景軒酒店與來到
香港的澳門及內地其他同學會合。車子從西部進入深圳。
這是一條新的通道，實現兩地一檢，是今年七•一時由胡
錦濤剪綵後通行的。

走進景軒酒店，只見餐廳上方掛著「二○○七年培正弘

關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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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國際歡聚嘉年華」的橫額。頓時氣氛就不一樣。午膳是自
助餐。飽餐一頓之後，便前往民俗文化村參觀。這是一個
國內著名文化景點的縮微景觀，還有二十多個民族居所的
景致。遊覽畢，到芭堤雅酒店。晚膳後便分房休息。

15日，集體至東部華僑城遊玩。這是國家旅遊局授
予國家級生態旅遊示範景點稱號的景區。入門後，途經廣
闊的瀑布後，乘纜車前往火車站，轉乘森林小火車往茵特
拉根小鎮。這小鎮十分漂亮，有各種商店，餐廳、園林花
園、賓館、戲院等休閒空間。同學們一邊欣賞，一邊午
膳。忽地一下子，一隊人馬包括小丑、穿英式制服的衛
士、女騎士、公主、皇子等走過，人們沸騰起來，紛紛上
前和他們合照。好了，等到戲院開門，我們入內欣賞名為

「天禪」的節目。這是一出多維空間立體表演，由中外藝術
家歷經三年精心打造，曾在亞洲青年藝術節上獲得金獎。
之後，乘車回酒店晚餐，晚餐後參加鄔顯庭、朱樹椿主持
的保健講座，十分精彩，深受大家歡迎。

16日，集體前往附近小梅沙的海洋世界。我們欣賞了
海底婚禮、烏克蘭美人魚、水中各種景色，觀看了水上艦
艇、海底芭蕾舞、人鯊共舞、海豹、海獅等表演。午餐過
後，大家返回賓館休息，有的同學外出購物，有的到附近

的許願塔觀看。
晚膳時間到了。這是幾天活動的最後一餐，席間包括

各種抽獎，林添富、潘永建的口琴獨奏，深圳韓文傑、黃
桂湖同學致辭，黎錫對在座各位表示感謝。最後全體高歌
一曲Auld Lang Syne，興盡而散。

17日早餐時分，真是要分手了，許多人互道珍重，分
別踏上歸程。

五天的聚會，使大家感到年屆七十多接近八十的我們
要見一面是多麼不容易！深圳的韓文傑本來要入醫院做心
臟「通波仔」手術的，但他主動推遲了手術期，支撐著病體
安排大家的吃喝玩樂（祝他術後安康）；陸承安夫婦帶著女
兒陸祖怡和兩位外孫同行，他們一家五口給我們增加了多
少樂趣；鄧漢生同學多年不見，這次重新出現，迎來了不少
的握手和擁抱；還有一些已故同學的遺孀出現（余伯偉夫人
王泳裳、甄忻文夫人甘景雲、崔醒民夫人陸瑞英等），使人
們鈎起了對往日情懷的回憶；還有的同學因有家事或身體不
適而未到，在此祝他們身體健康。

這次參加活動的弘社同學及家屬共122人。歡樂的嘉年
華盛會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同學們，祝願大家保重，2010年鑽禧慶典上再見！

序幕首都
偉社同學高中畢業於1952年。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初，

正是社會動蕩時期，同學們雖然為酬壯志，各奔東西，服
務社會，開創前程，卻時刻眷念母校，懷念紅藍同窗之
誼。近年來，多數同學已是「功成名就」，解甲歸田。不但
逢五逢十，社友們各方歸來，共叙友情，而且，差不多每
年都有重聚活動。如2004、05、06三年，在溫哥華、多倫
多和洛杉磯的集會，參加的同學都不少。

今年的小鑽禧活動，從年初就開始籌備，由香港、廣
州和北美三個方面共同組織。最後確定北美的同學先在北
京聚齊，作短暫遊覽後即赴宜昌參觀三峽水電站，然後南
下廣州，最後在香港匯齊。

10月11日，北京正是秋高氣爽，陳力川、黃俊民、陳
永杰、陳天賜、趙善藻和沈明崇伉儷12人下午都已到齊。
加上北京的李啟盛夫婦，在酒店大堂歡呼雀躍，忘卻十幾
小時的飛機勞頓，迫不及待要共聚晚宴，當晚在長安戴斯
酒店的宴會廳中，正是笑聲不斷，杯盤狼藉，十點多還捨
不得散。

12日稍作休息，13日即在北京作一日遊。按照約定，
這次參觀，主要是遊覽以前未去過的景點，由於是旅行社
尚未開辟的路線，只好由李啟盛夫婦權當嚮導。雖然短短
一天，卻也參觀了剛剛落成的國家大劇院，首都博物館
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主要場館區——鳥巢和水立方等。
大家還興致勃勃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嘗嘗向下揮手的感
受。晚上又與在北京的同學——文松齡（文正），北京大學
專聘的客座教授和方正平等歡聚一堂，共進晚宴。

三峽之遊
大家在北京只有半天的自由活動。14日下午即乘飛機赴

宜昌。由中國長江三峽總公司派專車從飛機場接我們，通
過十多公里的隧道的六十公里行程，才到達三峽大酒店。
這次來三峽會合一起參觀的，不但有我們社從廣西南寧趕
來的岑淳，還有我們的大哥班——弘社的何厚煌學長。他
當年在美國攻讀水利，參觀三峽是他生平的宏願。

三峽水電廠2009年建成以後，將是全球水電工程和發
電容量最大的水電廠。安裝26台700兆瓦的巨型水電機，
總容量為18200兆瓦，年發電量達846.8億度（84.68 bil l ion 
kwh）。這次三峽總公司對我們相當照顧，安排了15日一
天緊湊的參觀。不但讓我們參觀了一般參觀所不能到的區
域 —— 發電機房、控制室以至水壩的壩頂。還安排了一位
博士和一位老工程師講解，在允許拍照的地方我們都拍了
照。考慮到我們一行人年紀較大，還派了一位醫務人員陪
行。我們參觀了三峽的整個景區，從全長1209.47米的水壩
頂上，俯覽浩大的防洪水庫（393億立方米）和世界級數最
多（五級）、總水頭最高的內河船閘。船閘分為兩路，可以
將萬噸輪船升高113米。當天中午，三峽總公司的一位司級
領導設宴招待了我們，晚上還看了文藝演出。大家開玩笑
說，我們真受到了一次VIP的接待。一天的緊張參觀遊覽雖
然疲倦，郤是收獲不少。

15日一天遊覽三峽以後，16日，一行又南下廣州。
至於穗城風光有何報導？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正是：三峽歸來滿征塵，穗城風光報導新。
   豈無舞文弄墨者，自有搖唇鼓舌人。

記偉社小鑽禧（畢業55周年）之慶
陳榮炎（52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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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群和室內的布置陳設，使我們這些都是出生於上世紀
三十年代的老人，既有回到童年的感受，也贊歎這些主人
們的愛國愛鄉之情，和設計方面的別具匠心。參觀完碉
樓，即前住當晚宿營地——新會古兜溫泉。出生四邑或其
鄰近地區的人都知道古兜山，在舊社會，歷來就是盜賊嘯
聚的山林，周圍是貧瘠荒蕪的土地。而今出現在我們眼前
的，卻是一個大型華麗的溫泉休閒區及其附屬的別墅群。
不僅離國多年的遊子，就連我們這些窩居廣州的人，也讚
歎不已！

在溫泉賓館享用了豐盛的晚餐以後，各人急不及待地
齊奔免費享用的溫泉浴。夜幕下燈光璀璨，樂聲悠揚，溫
泉區恢宏開闊，設施齊全，可惜當晚微有涼意，我們這些
年逾古稀的老人（特別是那幾個虧佬），就近浸了幾個池以
後，無暇「冒寒」，再尋覓更愜意的去處，浸浴畢歸來住處
交流經歷，張景燊、景富兄弟和馮廣澤，原來找到了一個
很有新意的、有一群噬腳板死皮的小魚的池子，在浸泡溫
泉的同時，享受着小魚兒小咬着腳板，他們連呼「爽」、

「值」！
10月19日早餐畢，向下一目標——崖門古戰場及國母

廟進發。這個有名的古戰場，是宋亡於元最後一次慘烈海
戰的所在。在年青導遊員說不出其所以然的時候，「白欖
佬」社長自告奮勇，聊充了一回導遊員給大家講了這麼一段

「古」：據說這一仗滅宋之戰，領兵的是宋朝降將張弘范。他
為彰顯親手埋葬一個皇朝的功績，曾立「張弘范滅宋於此」
碑以表功。及至明朝，新會名儒陳獻章（白沙先生）率眾弟
子來此踏青，眾人憤而毀此碑。白沙先生曰：「且慢，備紙
筆硯來。」白沙先生只寫了一個「宋」字，吩咐弟子僱石匠

故鄉會故知
且說：廣州是培正的發源地，這次由國外回來的社友，

全部都是在廣州母校度過幾年初中或高中時光的。早在
2006年，得悉他們有歸國慶祝畢業55周年之旅的消息後，
廣州偉社的同學，便開始籌劃「迎親人歸故里」的各項安
排。但由於他們在籌備過程中，行程幾經變更，到了2007
年10月上旬，才接獲他們最後敲定的行程表，改原定不在
廣州停留為赴港前五天全在廣州居停的全新計劃，使我們
真有猝不及防的感覺。際此秋季廣州進出口交易會舉行期
間，全市的酒店幾乎爆滿。為了解決他們在廣州的居住，
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才定下了一間雖無星級，但頗潔淨
並交通方便的小酒店。

10月16日上午，按他們預告的抵達時間，廣州偉社陳
榮炎、凌紹樞、李宗濂及趙郁文等四人，往廣州白雲國際
機場接機。飛機正點抵達。何厚煌（與偉社同學同遊三峽的
弘社學長）陳力川、趙善藻夫婦、黃俊民夫婦、沈明崇夫
婦、陳永杰夫婦一行十人，依次步出機場。他們在場內通
道，遠遠就看見了我們揮動着偉社社旗在迎迓，當即揮手
向我們示意。見面以後，握手、擁抱、互道問候致意。何
厚煌學長及陳力川兄因事需即時回香港。其餘人等隨我們
分乘幾輛車回廣州入住。辦完入住手續，時間已近下午2
時，這些遠方來客就在附近的餐館就餐。可能剛回到闊別
多時的故鄉倍感親切，更主要是各人已饑腸轆轆，不過是
一般的茶點飯菜，大家皆倍感可口，狼吞虎嚥，不一會把
各式食品一掃而光。

10月16日晚上，廣州偉社同學，在農宴酒家設便宴為
遠道回歸的遊子洗塵，並作我社預祝畢業55周年小慶。沒
有隨大隊續遊三峽，徑自從北京回到廣州的陳天賜同學，
本已應約前來參加我們的歡迎宴會，可惜嫂夫人臨時身體
不適，故天賜伉儷未能與會，誠一憾事也。是晚蒞會的還
有香港偉社社長何家煇、葉于貺及鄧霈霖，居住在佛山市
的胡伯鴻也趕過來。以及定居在廣州的社友社嫂，急促中
也通知了三十多人出席。筵開四席，先由社長陳榮炎代表
居廣州的同學致歡迎辭，香港社長何家煇也講話。是晚與
會者，既有近年時有機會會晤的，也有離別五十多年才今
日重逢。席間，彼此無拘無束，既有一本正經的互相問
候、致意，也有互揭當年同窗共讀時的「老底」（百厭、衰
嘢）和叫嚮彼此的雅與不雅的「綽號」。在此難得一次重聚的
場合，所有被揭「老底」或被尊稱「綽號」的，不但不反唇相
稽，反而美滋滋地倍感親切。

熱鬧的氣氛，親切的話語，使一班老頑童根本就忽視
筵席酒微菜薄，鬧至酒家打烊，大家才互道珍重，相約五
年後鑽禧大慶再會，然後戀戀不舍散席。

10月17日，遠方來客在廣州自由活動，有的探親，
有的訪友，有的購物，各適其式。雖然只是一天的「自由
行」，也讓歸來的遊子，感受了祖國近年的發展、進步，同
時也從國際的視野，看到了廣州與他們居留地之間存在的
不足和差距。

按廣州偉社同學匆忙中作出的安排，18至20日，海外
歸來的八位社友社嫂，在八位廣州同學和夫人的陪同下，
組成一個獨立的旅行團往五邑參觀遊覽。

第一站是剛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開平碉樓」。這
些由開平旅外人士建於上世紀初葉、獨具一格的中西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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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此字加刻在碑上首位，成「宋張弘范滅宋於此」。從此這
块原意萬世表功的碑石，由於陳白沙先生加了一個字，便
成了立碑人永遠的恥辱柱——宋人滅宋，不是漢奸賣國賊
是什麼？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一字褒貶」。據說這块
石碑現已無存，是耶？非耶？現已無可考証。不過，「白欖
佬」言之成理，他姑妄言之，大家也就姑且信之了！

第二晚宿江門市唯一一間五星級酒店——逸豪酒店。
在參觀完「小鳥天堂」往酒店途中，在新會城又享用一頓超
豐富的晚餐。區區不足千元（每人計）的一趟省內遊，住
二晚五星級別墅、酒店，享用五餐豐盛的美食，大家都說

「抵」！
第三天早餐，按計劃把國外回來的社友送往江門市屬

的高明港，乘快船前往香港。廣州的陪同社友，隨乘旅行
社的專車「打道回府」，至時近黃昏，各人才安抵家中。

此次接待從美國、新西蘭回老家的社友，雖事前工作
有些被動，但事後及時補救，總算差強人意。所憾者，由
於計劃一改再改，廣州的同學未及簽證隨他們一起往香港
參加聚會。看來只好留待2012年慶祝鑽禧的時候，把組織
工作做得更周密一些，來彌補這次小鑽禧未能回東山母校
舉行慶典，未能把活動安排得更多采多姿之不足了！

遊子們告別「高明港」，飛船直駛維多利亞港，將又有
一番感受。

正是：溫泉共沐秋涼夜，穗城歡聚憶故人。
   才離「高明」惜別 路 ，「 維港」風情倍覺親。

雲集香江
話說：10月20日同學們已經陸續匯集香港。21日晚上

七點，小鑽禧筵開上環信德中心的澳門跑馬會俱樂部。這
次沒有「麻雀」前奏，但不少社友四點就已經携眷赴會。葉
于貺將熨好的社旗掛好，同學們也逐步到齊。放眼望去，
共赴小鑽禧盛宴的社友北自北緯40度的中國和美國北部，
南至南緯40度的威靈頓，從東到西，也跨越了十幾個時
區。參加人數當然是香港最多，也包括來自美國、紐西蘭
等好幾個國家和地區。不少同學已是五年甚或多年不見，
自然是致不盡的問候，叙不盡的離情。時屆七點，大家才
紛紛選定了自己的坐位。當天晚上，筵開4席。赴宴的社兄
社嫂有40多人。

首先當然是齊唱校歌，接着是香港的社長何家煇致辭

對大家表示歡迎，並介紹籌備經過，還對海內外的一些積
極組織和籌備這次活動的社友進行了表揚和感謝。沈明崇
等社友也即席暢談感想。雖然坐位是坐定了，但是跨席談
心，一直「鷄啄不斷」。

歡樂節目自然離不了雄據偉社歌壇數十年的陳定國
兄，高歌下來，竟是雄風不減。何家煇社嫂的歌喉早已聞
名社內外，在大家熱烈邀請下，社嫂一曲「甜蜜蜜」贏得滿
堂掌聲。葉于貺的「卡拉OK」更是「安科」之聲不絕。興之所
至，更追憶了六十年前在廣州培正初中唱的「黃花崗七十二
烈士之歌」，且看記得的還有幾人。

照完合影「全家福」，每人都拿到了何家煇社長出資印
刷，黎啟壎負責重編的新版通信錄，不但尺寸縮小，易於
携帶，還考慮到「蒙查查」老眼昏花，附上了放大鏡一块，
可謂體貼入微。

時間已經過了10點，大家還是有傾訴不盡的離情，但
來自澳門的伍文鏗還要回去，有的社友還要收拾行裝，準
備第二天清晨上飛機。大家只好依依惜別，齊唱「友誼地久
天長」之歌，共約鑽禧再相聚

餘興不斷共約來年
這次小鑽禧活動，本來從北京的10月11日到香港的21

日，共計11日。已經不短，但在10月22日晚，部份社友
又聚會了一次，還來了何家煇的公子和兒媳以及黃俊民的
千金。世侄、世侄女一表人才，事業有成，自然又是一番
慶賀。部份社友23日又去澳門，由伍文鏗兄嫂親自開車招
待，暢遊一天，賞澳門美食，遊最新賭場，懷舊「大三巴」

（註：為此次活動，頻煩來往於穗港間協調策劃，並最後又
在澳門盡地主之誼的伍文鏗兄於12月8日再次來穗參加廣
州同學之小鑽禧公宴，並與蒞會之廣州母校校長、會長交
談甚歡，豈料未及戊子年春節來臨，兄便猝然駕鶴而去，
實為偉社一大損失也。榮炎謹誌並告知偉社諸兄）。10月25
日，卓天壽由美來港，何家煇再次作東，在童子軍總部酒
家飲茶，凌紹樞、周錫瑜也分別由廣州和汕頭趕來參加。
參加的有十幾人。梁永熙和周錫瑜竟是五十年來第一次重
逢。

這次活動，從10月11日到25日，前後達半個月，也
可謂空前未有。許多同學還建議來年籌備在夏威夷再聚一
次。正是：互祝健康長壽，共約來年之慶。

1953年級誠社陳毓棠學長熱愛母校，近
期慨捐二十五萬元予小學作培正教育大樓及
A座加建部份之用，該款項將捐作A座天台
花園，並名命為「陳榮焜譚錦屏伉儷紀念花
園」，花園內將設立環保角，以收集之太陽能
及風能發電照明，以增加學生對再生能源的
認識，從而更愛護大自然。另外，陳學長亦
熱心同學會會務，並慷慨贊助五萬元，及應
聘為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對於陳學長
關愛母校及同學會，有關同人深表感謝。

陳毓棠（53誠）慨捐巨款興建紀念花園陳毓棠（53誠）慨捐巨款興建紀念花園

馬秋南（右一）陪同陳毓棠（右三）向母校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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