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新面目
闊別近二十年的香港，對我來說實在是陌生，下機時

感到十分疲勞，但心情興奮，精神抖抖，被新機場的新設
計、氣派和系統的完善令我驚訝。在眼前的景象、人物、
裝飾，覺得回歸中國後的香港竟是如此的先進，如此的繁
忙和高雅，因而感到自己也是香港的一份子而驕傲，那麼
香港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五星級大城市也不為過，隨着
人流經過海關，入境署的職員問話竟會如此的友善和客
氣，比之過去在香港居住時代，公務員的傲慢無禮，實有
天淵之別（想深一層，大概是現今的公務員文化水平和質素
都比前提高了），暗中慶幸，香港回歸是一件好事，香港幸
福了，跟着離機場前往市中區時，沿途所見的交通網、高
速公路、一棟棟的大廈、新派的建築物、架空的天橋，真
是太美、先進、壯觀，和我記憶中的香港實在相距甚遠，
細看城市的規劃，市容的整潔，居住、工商區域的佈局都
是一流，比我前見過的東京、倫敦、巴黎、三藩市、洛杉
磯等大城市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一般香港的市民在國
外都有一說「可愛的香港」和「漂亮的香港」，在一個人口「可愛的香港」和「漂亮的香港」，在一個人口可愛的香港」和「漂亮的香港」，在一個人口「漂亮的香港」，在一個人口漂亮的香港」，在一個人口
密度如此高的香港，來住的旅遊、商客人次如此多的重點
城市而交通系統能如此方便暢順，實在是一大奇跡，又如
此缺乏發展地方的香港，市民的室內室外空間利用，工商
大樓的安排、規劃、城市的佈局與市容實香港城建署與建
築師們的成功和偉大，香港確實是一個成功模範現代大城
市。

旭社同學的情誼
我覺得我們一生人數十年中交往的朋友很多，因年歲

不同而結交不同性質的朋友，然而在中學時求學生涯交到
的朋友最為深刻，最為真誠。路遙知馬力，45年過後的情
誼仍然是如此的熾熱，如此的真實，當然不可以說是百份
之一百準確，但這一次的「歡迎宴」席上的情景，真叫人感「歡迎宴」席上的情景，真叫人感歡迎宴」席上的情景，真叫人感
動，有些社友在過去的45年從來不參加團聚的，今年突然
的出現，使在座的同學驚喜和狂熱興奮，隱藏了多少年的
情感一下子傾盆而出，大叫、狂呼、握手、擁抱、親臉都
沒法完全表露自己隱蔽多年的情感，雖然是有些失態，那
是真性的流露，不虛偽也不做作（不信者，可看看當晚的
照片和宴會錄映），我恭喜你潛伏了45年的壓抑，得到解放
了，痛快吧！這種暢快從來不參加者絕對不會領得到，這
是他們的損失。當晚我是坐在望班同學的一席，不信者，
可問一問同席的唐小雅、黃康育，（我自1962年以後未見
過黃君，今次黃君出現，實望班之光），周偉南的出現使鄰
席的傅申根、黃杖裘兩位同學驚訝，兩位不約而同的短跑
速度「飛席」過來望班席以示歡迎，周偉南同學的回歸真可「飛席」過來望班席以示歡迎，周偉南同學的回歸真可飛席」過來望班席以示歡迎，周偉南同學的回歸真可
謂珍貴，當時的熱鬧情景，充滿友愛的氣氛，時到今日還
是在我的腦子裡徘徊着，實在難忘呀！友誼可貴，友誼萬
歲。

海南島遊的意義
在此特別要多謝在港為此「海南島之旅」籌辦的同學，「海南島之旅」籌辦的同學，海南島之旅」籌辦的同學，

張大可、石耑生、楊康裔社長、方杰副社長（如有錯漏，
敬請原諒），這個三天旅遊實在是特別為我們海外社友們
安排，同遊者讚不絕口，超值當然不在話下，全旅程都適

合各人興趣，最難能可貴者，是讓我們闊別數十年的同學
能團聚在一起渡假。（彷彿有如1962年的畢業旅行）在節目
表，舟車和饍宿的安排都恰到好處。在沒有意義編排座位
和餐席的情況下，各同學都得以隨意與不同的社友鄰坐交
談和共饍，共同享受到其中的一叙意義，除了增加見識之
外，也珍惜過去一場同窗學友的情緣，因為中學畢業後，
各同學都有不同的專業和學識，在去三亞時航機上，與秦
葆鍇夫婦鄰座，我們都有同感，共悉到過去數十年工作的
煩忙，今天退休能參加45周年加冕得到的優閑和樂趣，又
能與各同學一起旅遊得到的樂趣，實人生之幸福也。在每
天早午晚餐都能與不同的社友共饍，談話的話題很廣闊，
增廣見聞，受益良多，例如與趙從偉夫婦談醫藥，得知很
多藥理常識，與方杰兄談到做生意之道，楊康裔社長談到
人生觀和處世之道，石耑生之麻將經與戰略，在旅遊車上
剛好與范杏顏鄰坐，她是我中學時代的鄰居（對街），談到
長大時街坊鄰里掌故，均有共鳴，又有談到粵曲（紅綫女花
旦西廂記），數日後她贈送我一CD碟「�紅」給我，謝謝范「�紅」給我，謝謝范�紅」給我，謝謝范
同學厚禮，還有勞楊社長轉來，謝謝！次日，導遊的黃小
姐安排我社去三亞灣海灘游泳，我想能夠在南中國海泡泡
祖國的海水，是一個心願也是一種經驗，剛好鄰坐的唐小
雅亦有此願，相約一同去海灘走走，在廣闊的沙灘，一望
無際的南海，天海一綫，我在海上游泳來回數次，十分痛
快。遠 遠望見兩艘飄着國旗的巡洋艦，這是我首次見到祖
國的大戰艦，真是雄偉威風，我告訴唐小雅，我們都有感
富強的中國該有強大的海軍艦隊，後來導遊的「華仔」告訴「華仔」告訴華仔」告訴
我們，在三亞灣附近有海南省的海軍基地，中國的艦隊，
防衛南到南沙群島，巡防到越南與菲律賓附近海域，真是
比從前的海軍強大許多，今非昔比。

在離開海南島回香港的航機上，鄰坐是劉仕憲同學，
雖然過往的中學六年從未嘗與他同班，也沒有深交過，但
我們兩人談話頗為投契，所談古今中外，劉氏十分風趣，
滿肚子的學問，氣量又大，在下得益不少，下機後還是依
依不捨，結果在大公宴席上又是鄰坐，可謂與劉兄有緣
也，希望來日在下一次大團聚時，再能暢叙。

若果海南島之旅能重演重遊，我想社友們一定肯再參
加，我是第一個讚成，回味，回味，社友們意下如何？

加冕慶典日與參觀母校
1962年離開培正中學時，我們只不過是十八、十九歲

的小伙子青少年，今天回來母校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在
歡迎我們老校友的中小學同學們穿着從前我們形式相同的
校服，他們都是充滿活力，滿面笑容，滿口美言的稱呼我
們「老學長」老前輩，有兩位小朋友竟然�手大叫我一聲「老學長」老前輩，有兩位小朋友竟然�手大叫我一聲老學長」老前輩，有兩位小朋友竟然�手大叫我一聲

「老師兄」，我實在太高興了，我�不住的告訴他們：「能夠老師兄」，我實在太高興了，我�不住的告訴他們：「能夠「能夠能夠
在培正中學讀書是你們的福氣，能夠在培正中學畢業是我
們的光榮」。

在銀樂隊演奏着的進行曲步行入校園，旭社的同學們
都穿着整齊的外套、領帶、帽子（黎正平兄弟贈）女生們的
絲巾是范嘉露同學贈送，雖然是老師兄、老師姐，但是旭
社的社友們都是抬起頭來，意氣風發，精神紏紏的步操入
大禮堂，隊伍的整齊，步行的敏捷，完全不亞於其他前來
加冕的社級隊伍，更令我或我望班同學感到驕傲的是過去

旭社（62）畢業45周年慶典後感 張榮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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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見到的望班小姐們人數突然增加（如劉安琪、吳貴枝、
劉頌平等等）。陣容之盛前所未有，不是誇張，實有當日照
片為證。

沿着大禮堂二樓的圍牆，掛着一面面五光十色的各級
各社的社旗，從1920年代直到2014年，依着次序，層次
分明，培正中學的傳統，培正學校的精神，源源不絕的增
長，在大禮堂內，全體員生站起來唱校歌的一開始，我�
不住的感動眼淚水一下子湧出來，我實在太高興，太激動
了，我慶幸有福能在培正中學畢業，更感謝在香港旭社朋
友們為我們成功的辨成如此充實的藍寶石畢業大慶典，功
不可沒，多謝，多謝，實有感而發。

加冕大典完畢之後我們步行到母校附近的大酒樓，參
加培正同學會的大公宴，場面的偉大，人數之多，可謂空
前，然而我們旭社的社友們仍然是穿戴當日的衣帽制服，
醒目之至，獨樹一幟，其他各級社的先後同學都投以羨慕
的眼光，旭社友們，我們是值得驕傲的一群，幸福的社友
們，親愛的同學們，多保重我們身心健康，多珍惜我們的
情誼，我們將會在溫哥華大團聚吧！希望有更多社友來參
加，再見，謝謝！

在此順帶表揚和感謝前來參加的旭社媳婦、旭社姑爺
們，有你們的認可和支持參與，我旭社才會如此鼎盛和充
實，更增加了我們的溫暖和樂趣，請繼續支持。

鳴謝：香港的社友們，你們的努力籌辦得到如此輝煌的
成功，我本人更要謝謝，田玉樹多方面的提示旅程，安排
出入境手續，石耑生與黃婷秀的通訊和召集報到，方杰副
社長的聯絡，又得楊康裔社長安排接送交通事宜，張大可
的旅遊服務，饍宿安排，秦德荃和范嘉露的衣帽，點名遊
藝節目，黃冠生的司儀最難能可貴的是蘇建興、余石林、
湯保歸的演唱、演奏，任偉光的禮物，楊社長的贈獎等
等，謝謝以上各位。

如有錯漏，望指正包涵。

二○○七年是旭社同學畢業四十五週年。從十二月九
日起至十六日止，舉行多項紀念活動。我參加了歡迎海外
社友晚宴、謝師晚宴和在同學日的加冕典禮。從這幾項活
動中，我體驗和感覺到以下幾點：

（一）母校的教育事業日益興盛——在參觀母校時，
我發覺母校多了幾座新的建築物，又知道體藝中心在興建
中。我看見有些小師弟妹在課餘回到母校接受老師輔導，
有些坐在露天的地方自修，校園充滿了學習的氣氛，正好
說明了為甚麼中學在去年會考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此
外還有樂隊表演，樂聲悠揚悅耳。母校確實給予就讀的
中、小同學以德、智、體、群、美的全面教育。母校的老
師實在令我敬佩！

（二）紅藍兒女熱愛母校——在加冕典禮中，各不同年
份畢業的校友都對母校作出或多或少的捐獻。最多的一屆
捐獻給母校的中、小學及同學會，總額竟高達港幣二百零

藍寶石紀念活動後
的感想 陳百勝

1981年隨外子從美國回台灣教書，每個月第一個星期教書，每個月第一個星期書，每個月第一個星期
六就會興高采烈去參加培正同學會，第一次去時，覺得有
點奇怪，這些同學有老有少，但卻親熱得像同班同學，高
談闊論，互相關懷，更自動給予協助，我們回台第一次買
屋，就是當時在台灣銀行任經理的曾昭穎學長熱心幫忙順
利貸款。

每次同學聚會，當然用廣東話交談，我這廣東媳婦
缺乏語言天份，幾十年下來還是「識聽唔識講」，雖猜懂
50%，可惜半句也插不上嘴，只好默默地努力食嘢，全桌我
吃最多，因為我最「安靜」，開口只吃不說，就這樣仍很開「安靜」，開口只吃不說，就這樣仍很開安靜」，開口只吃不說，就這樣仍很開」，開口只吃不說，就這樣仍很開，開口只吃不說，就這樣仍很開
心地期盼每個月的培正同學聚會。

2007年是旭社離校45週年的返校盛會，外子當然要參
加，我們很早就把時間留起來，感謝主，家中一切平安，
無意外發生，讓我們如期由美回來參加盛會。此次盛會超
過我想像的隆重圓滿，當然得感謝籌備會同學花了極大的
心血，才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我們只是來吃美食的，卻
未付出任何心血，真不好意思。

回到母校看到今日的培正，年輕弟妹們臉上幸福的笑
容與活力，就知道培正紅藍精神一代比一代興旺，為社會
培育更多正人君子，專業精英，造福人群，此次重頭戲是
加冕大典，看他們這群老頑童興奮地在會場外等著進場，
我雖沒資格被加冕，就是捨不得去shopping，硬要留在現場
替他們拍下珍貴的歷史鏡頭，參與盛會，了解更多培正。
我雖不是培正校友，但能嫁給培正旭社的陳漢恆，此刻的
我真的覺得十分驕傲，順便把他幾十年來從未主動送我玫
瑰花的怨氣拋光。

Proud to be part
of 培 正

六萬元。由此可見紅藍兒女對母校的教育事業何等大力地
支持，這是可喜的現象。

（三）旭社同學踴躍參加慶典——這次我社參加慶典的
人數超過九十人，真是難能可貴。其中有六十一位同學及
其家眷，特別從世界各地專程回來參加。我衷心地感謝社
長和各籌備委員，以及慷慨贊助慶典開支的同學；由於他們
為本社作出犧牲，我們才能有這樣美好的享受。

（四）懷念求學的日子——回到母校參觀，看到母校在
校舍、設備和環境美化方面都比我們就讀時完善得多了。
我和數位同學重遊以前學習和遊戲的地方，腦海中浮現出
我們上課及嬉戲時的情景。眼前的景物似曾相識，又覺得
有點兒陌生。我懷念中學時同學們不分貧富，不論社會地
位差異的純真友情。對比踏入社會工作後，年紀愈大，彼
此愈多私隱，顧慮也多，同學們往往不能再暢所欲言。如
果這是必然的現象，我真感到有些可惜呢！

（五）感慨時光飛逝——我們離開了母校四十五年，大
家不論做甚麼工作，都同樣地對社會作出貢獻。經過時間
的洗禮，許多同學都兩鬢斑白，有點兒老態了。時光不停
地過去，這是千古不易，無法抗拒的，我真感到無奈！我
們這次相聚後，又各散東西。我在此默默地祝願各位同學
身體健康，同時熱烈地期待五年後在金禧紀念活動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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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長江東逝水，可浪花淘不了旭社諸英雄。可不是
嗎？經歷了45年的風風雨雨，旭社群英仍能紛紛自美洲、
澳洲、非洲、台灣等地雲集香港，與留港同學會師，一同
參與旭社藍寶石禧盛舉的一系列慶祝活動。

二○○七年十二月九日，是旭社難忘的一天。海外歸
來旭社同學，蒙留港同學設宴迎迓於尖東加連威老道幸福
潮州酒樓。很多同學，自母校畢業之後，還是首次重逢。
正所謂：

少小離「校」老大回，「校」老大回，校」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催。

「老」童相見不相識，老」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乍見之下，似曾相識，瞇着老花眼，又不敢冒昧相

認。興奮之下，妙語如珠。
A：呵！係你，好面熟，我記得你。
B：我嘅名？
A：……記得，記得…….對唔住，唔記得。（前後矛盾

的廢話）
是晚也，每位同學均穿著新分發到的紅藍顏色的社帽

及領帶。席上，酒酣耳熱，暢叙別情，好不熱鬧。
十二月十四日，旭社團聚邁去另一高潮——謝師宴。

宴會於沙田明星海鮮舫舉行。歲月無情，當年教誨旭社的
老師，現已寥寥可數。我們很榮幸，在當晚，能請到三位
德劭年高的老師：劉彩恩老師，鍾偉光老師及陳立方老師。
雖然他們均高齡八九十歲，但身體矍健，精神飽滿，同學
們都為此感到欣慰。

十二月十五日，為脈承優良傳統的培正同學日，也是
旭社畢業45周年藍寶石加冕的光輝日子。大家好不容易才
等到上講台的時候。在身材魁梧的張大可同學高舉社旗帶
領下，在培正銀樂隊伴奏的雄壯樂聲中，各同學穿著整齊
劃一的服裝，雄糾糾地、氣昂昂地踏上講台，接受三位師
長的加冕。此時此刻，不禁令人回想起一九六二年的畢業
典禮。匆匆45載矣，眼前是真是幻，一時難辨。加冕前，
各同學曾回到E座一遊，教室依舊，然而舊日上課情景，
已成追憶。

十二月十六日，旭社諸君乘坐康泰旅遊車，浩浩蕩蕩
前往大嶼山寶蓮寺作一日遊。今日之寶蓮寺與45年前畢業
旅行時所見，已有天淵之別。當時住宿與活動之場所，已
成歷史陳蹟，只依稀可辨的是，當年爬山看日出的山頭及
羊腸小徑而已。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十六日晚於城市大學之惜別晚
會，令人不禁泛起絲絲離愁，海外同學代表一一上台致謝

培正旭社（62）藍寶石禧感言 黃康育

詞，眾口同聲感謝香港同學為這次藍寶石禧所作出的犧牲
與奉獻，無論衣食住行方面，均給予社友們無微不至的照
顧，幾乎達到無瑕可擊的境地。眾人感激之情，又豈三言
兩語能表達於萬一。是晚也，方杰同學慷慨捐贈法國美
酒，大家舉杯互賀，更添增了晚會的熱鬧氣氛。夜幕低
垂，諸位同學最後在「往事只能回味」及「A�LD LAN��「往事只能回味」及「A�LD LAN��往事只能回味」及「A�LD LAN��「A�LD LAN��A�LD LAN�� 
SYNE」音樂聲中，依依道別，互道珍重再見。

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澳門珠海三日二夜旅遊，為
壓軸好戲。二十八位同學及家眷，乘高速船，前往澳門。
澳門已變成了東方拉斯維加斯和東方威尼斯的不夜天城
市。除了娛樂場所，大家暢遊了大三巴牌坊、哪吒古廟、
手信街，以及觀光塔等地。

十八日從澳門�北關口，進入珠海特區。久聞其名，
筆者還是第一次親臨特區。遊後，深覺真不枉此行。此地
歷史文物豐富，卧虎藏龍，堪稱得上地傑人靈。參觀崖門
海戰文化旅遊區，猶如上了一堂宋末元初的歷史課。誰想
到昔日在崖門外海，峰火連天，二十萬宋、元大軍曾展開
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海上大戰？

來到中山，免不了參觀國父孫中山先生翠亨村故居。
睹物思人，誰又可料到扭轉中國近代歷史軌跡，使國家
風雲變幻，是在此誕生的一名村童？附近的「孫中山紀念「孫中山紀念孫中山紀念
館」，內藏豐富的近代史資料，很值得參觀。大家也參觀了
中國第一任駐美大使陳方先生的故居、梅溪牌坊、和龍井
坊（客家）風情園等名勝。

別離只是下次重見的開始，期待着兩年後旭社諸君，
再次從東南西北，四面八方雲集溫哥華的一天。

後記：走筆至此，興猶未了，特填詞一首，以表心迹，
工拙在所不計了。

風塵僕僕香江集，
旭社菁菁人物。
四十五年滄桑史，
把酒言歡重憶。
鬢髮如霜，禿頭視茫。
人生如露水。
情誼如昔，紅藍兒女豪傑。
驪歌初罷當年，各奔前程了，
意氣奮發，超脫瀟洒，且看我，
壯志凌雲待發。
母校重遊，旭社遊子情。
感懷熱血。今宵別後，何日再酌江月。

二○○八年元月十七日 於墨爾本

記得50歲生日時，母親及妹妹從加拿大訂了50朵玫瑰
花送到台北，在「我自己」安排的壽宴上，請服務員拿到他
手上，請他對我說：「生日快樂」，沒想到，他竟然當眾說這「生日快樂」，沒想到，他竟然當眾說這生日快樂」，沒想到，他竟然當眾說這」，沒想到，他竟然當眾說這，沒想到，他竟然當眾說這
50朵玫瑰「不是他買的」，真是氣死我了。不過，我現在總「不是他買的」，真是氣死我了。不過，我現在總不是他買的」，真是氣死我了。不過，我現在總」，真是氣死我了。不過，我現在總，真是氣死我了。不過，我現在總
算明白培正教出「最誠實」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教出「最誠實」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出「最誠實」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最誠實」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最誠實」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的學生，可惜少教了「浪�」，希教了「浪�」，希了「浪�」，希「浪�」，希浪�」，希」，希，希

望培正老師在課堂裡也能把「羅曼�克」�在紅藍精神上，「羅曼�克」�在紅藍精神上，羅曼�克」�在紅藍精神上，」�在紅藍精神上，�在紅藍精神上，
讓我們這些培正媳婦不但proud to be part of培正，也更加幸
福浪�，是幸！
      旭社陳漢恆

（不會說廣東話的媳婦）馮定亞  200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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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校服
繫上校呔
擦亮黑皮鞋
四十五年重回頭
沿著上學的舊路
尋覓少年的足跡
少年的夢

高大的校門依舊
畢業合照的台階也在
再拍一張合照吧

難忘杜鵑 陳永平

要走的終究走了，誰也留不住。
旭社藍寶石禧慶典已落下帷幕，而同窗久別45年後，

重逢的喜悅，仍不時在腦海中徘徊，十天溫馨的團聚，更
令人回味無窮。並非我多情，而是我沒有像徐志摩那樣的
灑脫，那樣的「�（cool）」。「�（cool）」。�（cool）」。

「��的我走了，正如我��的來；��的我走了，正如我��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懷着一顆充實的心，踏上歸途。在萬呎高空的航機

上，思維不其然在空中�遊，回到了那些漸漸已被淡忘了
的，在母校求學的歲月。培正母校屬基督教浸信會旗下一
教會學校，向來享有「數理少林寺」的美譽。在數理領域，「數理少林寺」的美譽。在數理領域，數理少林寺」的美譽。在數理領域，
紅藍兒女，人材輩出，諸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學長，
及數學大師丘成桐學長皆為享譽世界之表表者。

培正向以德、智、體、群為宗旨，給予學子們全面
的、平衡的教育。在殖民地時代，香港社會普遍看重英
文，輕視中文，而培正為一中文中學，由於各方面均表現
出色，一枝獨秀，令人刮目相看，在香港學界享有崇高的
地位。環顧今天，為適應世界潮流及時勢所需，學習中文
蔚為奇觀。培正母校，具有遠大眼光，向來為中文教育默
默耕耘，紅藍兒女因而有機會在求學階段奠定良好的中文
基礎，一生受用不盡。

培正中文科的要求嚴格，授課內容涵蓋經、史、辭
賦、散文、詩、詞、小說等。每星期作文，用稿紙及毛筆
書寫，還要不定期背誦默寫好的詩詞和文章。四十五年
前，在「少年不識愁滋味」年代，對中文科有時難免抱着「少年不識愁滋味」年代，對中文科有時難免抱着少年不識愁滋味」年代，對中文科有時難免抱着

「應付」 的態度。猶記得有一年金�大作「神���」剛剛應付」 的態度。猶記得有一年金�大作「神���」剛剛「神���」剛剛神���」剛剛
「出�」，每日刊登一段於「明報」，班上同學在上國文課時出�」，每日刊登一段於「明報」，班上同學在上國文課時「明報」，班上同學在上國文課時明報」，班上同學在上國文課時
偷偷傳閱。國文老師在講台上講解他的李靖及紅拂女（虬髯
客傳），而同學們則於桌底下忙着尋找楊過及小龍女。各適
其式，河水不犯井水。

培正對學生的英文要求，毫不鬆懈。從高一開始，所
有數理化教科書全用英文課本，教學則雙語並用，因而學
生對中、英文名詞術語的掌握易如反掌。畢業時既能參加
中文中學會考，又能為出國升學舖路，減輕不少語言障

回 想 曲 黃康育

礙，英文科要求學生每個星期閱讀指定的課外補充教材，
定期舉行考試。每節英文課，學生均需背誦一段老師指定
的好文章，其他在文法、句子結構分析等方面均受 嚴格訓
練。紅藍兒女，得天獨厚，無論在中學西學方面，皆受到
融匯貫通的薰陶。

音樂方面，最近第167期（Nov 2007）培正校刊刊登培正
銀樂隊自1961年直至1979年，共奪得十一次校際音樂節冠
軍，何等光榮！希望母校銀樂隊繼續發揚光大，重寫樂壇
新的一頁。

培正在香港學界體育運動會的表現，向來出色，成績
輝煌，屢次獲得全場總冠軍。黃冠生同學勇為我社及母校
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想他知道更多關於培正體育方面的「威「威威
水史」。培正啦啦隊對運動員士氣的鼓舞，功不可沒。啦啦
隊的口號和歌曲，饒有風趣。猶記得以下幾首：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培正培正又第一。（豪氣蹤橫）

ONE STEP，TWO STEPS，
THREE STEPS ，FO�R，
COME ON ，培正
BEAT THEM ALL ！（霸氣十足）

  （下面一首用國語，單聲問，齊聲答，別具韻味。）
問：你說培正好不好？
答：好！
問：怎麼樣好？
答：好極了？
問：你說培正妙不妙？
答：妙！
問：怎麼樣妙？
答：妙極了！（傲氣冲天）

胡適名言：「要怎麼樣收獲，先那麼�。」「要怎麼樣收獲，先那麼�。」要怎麼樣收獲，先那麼�。」
培正母校，百年以還，桃李滿天下。因為她深深懂得

怎麼樣�！
二○○八年二月六日於墨爾本

雖然已是兩鬢斑白

操場上
新一代的小同學的歡笑聲
穿越半個世紀的時空
迴盪著我們當年的青春的激情

走進課室
往日的情景依稀……
讀書明理的化學張
大聲大氣的大口王

崇拜拿破崙的矮林
車天車地的蛇王
還 有 鬍 鬚 佬、 奶 媽、 凌 主
席……

哦 對不起
敬愛的老師們
這些「花名」並無惡意
如今一切都模糊了
只剩下星點似的飛絮
也漸漸遠離

課室外
斜坡上那排杉樹
已長得高大粗壯
另一邊的長梯旁
杜鵑叢仍在
只是花期已過……

也許
待一個杜鵑盛開的時節
我們再來!

（2007年12月15日，畢業後45年，重回母校接受藍寶石禧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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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輕鬆愉快的旅行。四天的旅程裏，各人都玩
得非常開心，因為，除了有豐富的行程和美食、入住國際
五星級的酒店，又配合和暖的天氣，此外，最重要的因素

（開心因素）是有一班好團友。
這一個「培正恒社」團，共有廿五人，由我社同學和家

人、朋友組成。其中，有來自美加的同學，他們都預早請
了長假，為了參加今次我社紅寶石禧的慶祝活動: 包括有由
珠江三角洲，到香港，一直遊到海南島的張國永同學以及
郭耀祺夫婦，又有梁照堅、溫健珠一家五口，和孔志光、
張宗梨夫婦，還有蔡業恩、吳令謙、林以詩以及邵洛波。

團友都是多才多藝的，我們之中，有歌王和歌后，又
有舞王和舞后。 有一日，在旅行車上，歌王蔡業恩為我
們引吭高歌，一首歐西流行曲「What a wonder�ul world」，「What a wonder�ul world」，What a wonder�ul world」，
歌聲動聽，真是繞樑三日，各人都聽得入神，忘記了欣賞
車外的美景。第二天，大家又邀請林以詩和張寶珠充當歌
后，即時合唱一首我們少年時代的流行民歌 「To�day」。 眾「To�day」。 眾To�day」。 眾
人聽得開心，又邀請黃元美獻唱她的正線中板名曲 「大鬧廣「大鬧廣大鬧廣

記恒社（67）海南島之旅 
張寶珠 （恒社）

昌隆」，眾人真是多麼的高興！每一個晚上，我們喜歡在酒
店的咖啡廳小聚， 或把酒傾談，或欣賞舞王和舞后翩翩起
舞，又是一樂也。原來舞后就是黃元美的小五年級班主任
熊老師，她的輕盈舞姿及好玩的精神，令我們這班後輩佩
服和讚賞不已；尤其是那一個晚上，在菲律賓人樂隊彈奏
著音樂之中，她與舞王吳令謙同學合跳的數隻美妙華爾茲
舞，真是極視聽之娛， 使人十分難忘！

在旅程的第二天，我們一班「馬騮頭」遊馬騮島。但見
遍山都是小猴子，四處走動，忽然攀跳於樹木之間，又忽
然跑去「招呼」客人 � 搶走遊人的食物或搜索他們口袋裏的物
件！但見牠們的動作極其靈敏而活潑，才明白人們常用「馬
騮頭」來形容頭腦靈活而聰敏的紅藍兒女，實在是很貼切！

海南島向有東方夏威夷的稱號，陽光與海灘，加上一
年四季都是那麼溫暖的天氣，吸引不少各地遊客到來，尤
其是三亞港，最近幾年，更成為中國北方和俄國遊客的理
想避寒勝地。我們每日從三亞港的酒店出發, 暢遊陽光與海
灘, 以及四處的景點。一路上，同學一邊觀看景物和名勝，
一邊彼此交談，有時細說自己的小故事，有時重溫四十年
前中學生時代的生活點滴；各人彼此有所分享，確是樂也融
融！因為，深深覺得今日相聚，機會實在是很寶貴的。

到二零零九年同學日，將有慶祝母校一百二十年的活
動。若上帝願意，我期望到時能再參加一次重聚之旅。

恒社同學畢業40周年大合照

海南島鹿回頭留影

故地重遊—畢業旅行營地寶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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