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冠華老師於1947年秋入港校任教初中一算學
科，服務達八年之久。他個子修長，為人謙和，教學認
真，寫在黑板上的粉筆字體很美。他寄寓學校宿舍，
與同事們交往甚便，師生相處融洽，當年大禮堂曾用作
室內籃球場，我們教職員籃球隊在課餘時常作練習，或
約學生作友誼賽，師生「打成一片」。林老師固是球隊的
中堅份子。當年每週上課時間六天，星期三及星期六下
午停課。教師每週授課十八節便算全職（Full Time），上
課日下午三時半後，師生們有充份時間作各種課餘活動
了。

林老師來入港校服務前，曾任教名校華英中學（在
廣東佛山鎮），隨後在港校任教算學科業達八年之久。
誠、匡、忠、瑩、輝、銳、光、正各級社學生多曾經林

一九四一年級磐社黃秀貞學長，不幸於2007年10
月21日2時52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

黃學長是黃啟明前校長的女兒，生於1923年1月8
日。曾就讀於培正小學、培正中學、燕京大學；1947年
與康國雋先生結婚，育有一子二女。

黃秀貞學長先後在澳門培正中學、全國婦聯、太原
市商業職工業餘學校、太原市第二十五中學工作。

黃學長生前非常關心培正中學、培正小學和培正同
學會。她由衷地希望培正學友能夠團結起來，繼承和發
揚「至善至正」的培正精神，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培養更
多的優秀人才。

我們深切哀悼黃秀貞學長。

    陳汝駒學長（1944昭社），於十二月初逝世，訂於2007年12月30日上午十一
時正，假鑽石山火葬場簡單辭靈，隨即舉行火葬。

陳老學長一生熱愛培正，自1967年度起歷任同學會常務理事，數十年來熱襄同
學會會務，除每月月會均親臨協助外每逢同學會大型活動，均熱心參與各項工作。

於今年12月5日（星期三）月會，未見陳老學長出現，同學會幹事蕭寅定學長遂
致電其家，但一連二天均無人接聽。基於陳老學長獨居（其妻年前中風後即入住家居
附近老人院）關係，蕭學長遂與同學會中人往其家按鈴，但無人應聽，大廈管理員也
表示已有多天未見陳老學長出入，一眾遂轉往老人院查詢，院方也表示已有多天未
見陳老學長前來探視其妻。眾人商討後遂報警前往其寓所開門，發現陳老學長頭破
卧於地上，估計因高攀取物，下墜意外致流血失救而逝。

陳老學長是何文田恩典浸信會資深教友，時常參與教會活動，服務人群。
對陳老學長不幸遽離，我們均深深懷念陳老學長熱愛培正之紅藍精神，深感哀

悼，願其在天父懷中，福祉綿享。

林冠華老師在港校
老師教導。一九五五年林老師轉赴美國，曾入奧立崗大
學進修，其後轉赴紐約發展，在當地華僑中學任教，獲
得公民身份後轉入紐約市政府會計部門工作。退休後居
住紐約市。近年筆者多次赴紐約彼此均有晤談。初期黃
啟堯老師（奮社）亦常來一起相聚。其後黃老師因行動不
便才用電話聯絡。（黃老師於二零零六年在紐約去世。）
近數年來林老師亦賴「Walker」助行，風雨不改，同在唐
人埠暢談。可見交誼深厚。二零零七年五月卅一日林老
師因病離世，享年八十七歲。他與何仁信、劉彩恩老師
及筆者同庚，彼此經常通問。筆者失去一位逾六十載交
情的好友悼念殊深，亦慨歎人生之聚散無常也。春風桃
李，今日在海內外紅藍學生，尚能依稀記得一位在上課
時不苟言笑，身材健碩的數學老師否？

鵬社（39）林英豪

悼念黃秀貞（磐社41）學長

陳汝駒學長（昭社44）安息主懷

200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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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從香港、星加坡回到家，便接到陳啟潛老師二女的
電話留言，知道他老人家已於兩天前辭世，雖然已預知這
是必然的事，加上時差的關係，兩週來，深深體會到茫然
若失的滋味！

啟潛老師是我中一的班主任，當年我剛考入培正，上
課後不久，大概我個子不小，便由他任命為班長，從此開
始了我做班長、社長、會長的服務生涯。

當年他教的是歷史，一上課便在黑板上用他秀麗的粉
筆字，詳細地為我們講解歷史上每樣大變故的來龍去脈，
令我對古人古事，發生濃厚的興趣，養成了我對歷史和傳
記文學的愛好，時到今日這都是我閱讀和藏書的對象。

老師的名字叫啟潛，想來他父母真是替他起了個貼
切不過的名字！作為一個老師，他具備了當老師的溫文風
範，除了為人爾雅之外，從來都不曾見他厲言疾色地對待
學生，後來他當上了訓導主任，也是用他一貫的身教作風
去感化，而不是去教訓學生，所以我們都敬他怕他！

我67年畢業到美國升學，知道老師在69年亦為了
兒女的教育和出路，毅然放下在培正的教職，移民來了美
國。到了80年代初我和他才在三藩市再度重逢，亦由他
的介紹，在83年開始參加同學會的活動。回想當年同學會
聚會，每次都見他老人家的投入參與，後來更為同學會始
創了同學通訊，加強了會友之間的聯絡。相信很多讀者還
記得最初的幾期，都是老師的手抄本，這可真是此地同學
會將來的歷史文物也。老師還不時用「唐鞭學」的筆名給我
們的通訊投稿，敢言他人不敢或不願言的話題，這使我們
的通訊一時有洛陽紙貴的現象。

85年我第一次當選為會長，他對我說：「我知道你有
一天會當會長，但想不到會這麼快，你還有七年才銀禧加
冕啊！」這令我十分惶恐，唯有學他，盡心盡意為同學會服
務！

80年代尾及90年代初是老師比較有閒情的幾年，退
了休有時間就栽花下厨，常送來羅漢齋，牛腩煲為我們加
餸。還記得我們幼女剛出世不久，他不時把已清洗好了的

餸菜，親自駕車送到我家門口，並叮嚀樂怡（我太太）如何
配菜，怎樣煲湯，更教她煮我的至愛牛腩煲，真是無微不
至！

不久後，師母不幸患了失憶症，老師為了要照料她，
勞心勞力了有七八年時間，直至師母2000年去世，真是情
至義盡，更為我輩敬仰。此後他自己的身體亦日走下坡，
幾次出入醫院，還幸吉人天相平安度過，每次去探病，都
不見他怨天尤人，一派樂天的態度更令人安心。至他住入
老人院，還不斷埋首書報傳記，神遊歷史，更由他的介
紹和贈書，令我認識及閱讀了這方面的書籍，如「牛棚雜
記」，「最後的貴族」等等，這幾本書，講述文革時，中國
的知識份子、藝術家、京劇演員等等所受的壓迫，增加了
我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想不到三、四十年之後，我還可
以得到他的教益。

啟潛老師桃李遍天下，尤其與皓、恆、仁，三社的同
學有深厚的感情，筆者十二月中在港，得同學會會長仁社
雷禮和夫婦請宴，席上他還問及老師的近況。老師的喪
禮，本來家人要在一月五日星期六舉行，可是治喪處已排
滿，要推至次日星期天，誰知星期六那天狂風暴雨，傾盆
而下，而星期日雖非風和日麗，但也祗是陰天，連雨具都
不需用，是要謝恩的一個細節。

當日出席喪禮的校友甚多，筆者未能逐一辨認，記得
見到的有熹社楊延壽夫婦、弘社趙善強、明社譚振德、輝
社鄭國輝、皓社張均策（他多年來接送老師參加同學日或
其他活動，是敬老和紅藍精神的實踐者），恆社鄭文田、
何子鋒、吳令謙（他三劍俠十多年來第一次一齊出現），鄭
國錚和我夫婦、仁社陳繼能、周榮森、鄭景鐘、黃如珍、
高子愷、伍素玲和她妹妹伍素瑩（謙社，由羅省趕來），還
有傑社戚嘉慧和勤社田鈞祥兩位副會長，最後謹錄三藩市
培正毓社同學林秉衍、區東、梁永銓、葉兆光四位學長致
送老師的輓聯，為此文結束：

昔日負笈濠江，國家正多難，感慨縱談中日事。
向晚休居金門，白髮喜相逢，茶餘笑話車笠盟。

悼念陳啟潛老師 周榮超1967恆社

悼念黃淑堃老師
To Whom It May Concern:

Attached are the materials distributed at my 
mother’s service. I know she looked forward to 
reading about her alma mater,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when the printed materials were sent 
to her. Please remove her from your mailing 
list since her residence is now being occupied 
by another tenant. If you have a section in your 
printed matter that list person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your alumnus, you may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my mother’s passing so 
those that have known her will be aware of her 
passing. If you do print such an article, please 

To：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send me a copy so I will have a copy in memory 
of my mother.

Also, please send me information on how 
I can make a monetary contribution to your 
organization in memory of my mother. I know 
that after being in Hawaii for over 20 years, 
she w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Pui Ching 
Association in Hawaii. My mother was very 
proud to be part of your school and enjoyed 
planning the meetings since it would mean 
getting together with her friends to reminisce 
about their good times while at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Sincerely,

Lisa Wong-Yamamoto
(黃蔡淑堃 Joanna Wong’s daugh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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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病重辭世
 黃秀貞同學（以下簡稱黃君）是廣州培正中學黃啟明校長和夫人澳門培正中學趙碧蘭主任的獨生女兒。黃君於

一九二二年在廣州東山出生，曾於初小及高中在培正一九四一年級磐社就讀了七年。黃君晚年因患糖尿病及足
疾，於二○○七年十一月初在北京不治辭世，享年八十五歲，遺有一子二女。

二.  學生時期
（1） 初小階段。黃君就讀於廣州東山培正初小男校，各級有少量女生，多為教工子弟。她與女生王君及男生冼君是

三年級同學。
（2） 高小階段。因東山培正高小是清一色男校，不收女生，所以黃君轉到東山培正女校就讀。
（3） 初中階段。黃君進入廣州東山培道中學念初一及初二年級。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培道中學遷校香港，黃君隨

校讀初三年級。同年黃校長與趙主任遷到鶴山舊縣城。
（4） 高中階段。一九三八年培正遷校澳門，黃君和雙親團聚，並就讀於培正高中，仍與磐社同學同窗共硯。她修讀

乙班文科，一九四一年夏高中畢業。黃君在高中的同級同學還會記得下面幾件她的往事。
 一. 課餘琴音：黃君從小隨廣州東山有名的女教師學彈鋼琴，因她天資聰穎，而且勤學苦練，所以功底甚深。

培正遷校澳門時，在學校附近的二龍喉花園租賃一幢二層洋房，二樓是黃校長住宅，樓下是單身男教師宿
舍。黃君常於課餘在家彈奏鋼琴，樂音洋溢於花園間。

 二. 粉墨登場：培正學生青年會曾舉辦全校汽燈聯歡晚會，各級社提供一兩個節目助慶。黃君與女生李君及男
生王君代表磐社演出了一段外國名話劇折子戲，以化粧、服裝及簡單對白登場表演，受到幾百名師生的熱
烈掌聲歡迎。

 三. 無獨有偶：一九四一年夏出版的《培正磐社同學錄》內有一欄是漫畫選輯，載有高中階段同學的學校生活，
其中一幅標題是「無獨有偶」，內容是取材於黃君與女生李君二人每天早晨上課前在廬家花園校內九曲橋徒
步往教室的背影。她們的髮型、衣著（短袖白色齊膝旗袍）、身高等均相仿，漫畫右下側水面有兩隻白色的
鴨子。這幅漫畫使同學們很感興趣。

（5） 大學階段。
 一. 抗戰期間。黃君曾在大後方四川成都從南京西遷的金陵大學就讀。
 二. 戰後時期。黃君曾進修於北平燕京大學，並與前培正磐社同學伍君和霍君等同校。
三.  立足社會

（1） 婚姻大事。抗戰勝利後，黃君在廣州沙面聖公會英文小教堂舉行結婚典禮，新郎康國俊（以下簡稱康君）是她在
成都金陵大學的同學，有情人終成眷屬，共結秦晉之好。

（2） 為人師表。黃君夫婦幾個年代一同在華西從事教育工作。她在山西太原師範學校外語系任英文教師。夫婿康君
為該校外語系主任及英文組組長和教師。在此期間有些活動值得一提。

 一. 牴犢情深。趙碧蘭主任退休後在香港九龍何文田培正校舍安享天年。八十年代初，趙主任為了和女兒、女
婿及外孫女團聚，共叙天倫之樂，曾由香港到廣州，寄寓朝天路廣東工商大廈賓館，黃君和家人則由太原
來廣州和母親相會。值此機會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楊君，以及廣州磐社聯絡人冼君及王君，分別代表同學
會及磐社到賓館探望她們及家人，大家見面暢談甚歡。

 二. 每逢佳節倍思親。八十年代後期，趙主任曾親赴太原和黃君及家人共渡中秋佳節。廣州磐社聯絡人王君當
時剛好在太原開會，遂有機會到黃君府上探訪她們。當晚黃君母女以香港蓮蓉月餅及太原鮮果款待客人，
客廳裏三名廣東人及兩位山西人（康君及康小姐）南腔北調地款款交談。

（3） 服務社會。黃君晚年定居北京。退休前曾任職於北京市婦聯，並在業餘擔任北京培正同學會顧問，熱心於紅藍
事業和磐社級社活動。

 一. 為培正校史的出版，黃君於一九八九年培正一百週年紀念時將黃校長及趙校長的一批照片贈予廣州培正同
學會。

 二. 一九九一年夏，香港、澳門、廣州及海外磐社同學舉辦磐社畢業六十週年鑽禧慶典。香港同學們曾委託廣
州磐社聯絡人函請黃君及一位陪同由北京到香港參加慶祝活動，為她提供全部費用。黃君覆函因健康關係
碍難成行，並祝賀磐社慶典成功。

四.  結束語
 黃秀貞同學是磐社的同窗好友，得到同學們的愛戴和敬重。她的辭世是同學會和級社的損失，磐社同仁都悲切

地悼念她。
2008年1月18日

磐社（41）同仁悼念黃秀貞同學
執筆：王鑄豪  資料：冼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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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離子交換樹脂之父」 走了
何炳林（翔社36）一生最重一個獎

7月4日晨，我國「離子交換樹脂之父」 — 中國科學院
資深院士、南開大學教授何炳林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89
歲。

「他是泰斗之一，中國的高分子化學不能沒有何炳
林。」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沉痛地說。

「我堅信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何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但有一個獎，他一生非常看

重。」何炳林的學術秘書傅國旗說，那就是國防科工委1988
年頒發的「獻身國防科學技術事業」榮譽証章。

這個獎公開了何炳林30年不為人知的重大功績。1951
年底，何炳林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立即準
備返回祖國。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回國計劃被美國政
府阻止。何炳林的長子何振民追憶說，1954年日內瓦會議
前夕，包括何炳林在內的十幾位中國留美同學聯名致信周
恩來總理，強烈要求回國。在周總理的幫助下，經過外交
努力，他們滿懷報效祖國之心，於1956年2月返回祖國。

回到南開大學，何炳林立即着手組建高分子化學學
科，僅僅兩年，他成功地合成出當時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
要離子交換樹脂品種，包括用於從貧鈾礦提取原子彈原料
鈾的強碱性陽離子交換樹脂。1958年，第二機械工業部資
助400萬元，何炳林在南開大學主持建立我國第一座專門
生產離子交換樹脂的化工廠，開創了我國離子交換樹脂工
業。該廠主要產品專供提取國家急需的核燃料鈾。

何炳林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和原子彈成功爆炸做出
了重大貢獻，「1988年頒獎，何先生30年前的巨大貢獻才
公之於世」，南開大學高分子化學研究所史作清教授說，「這
是何先生回國後的第一個大貢獻。」1979年，何炳林申請入
黨，史作清作為入黨介紹人之一，曾與先生長談。何炳林
說：「我冒着風險回國，曾被美國移民局懷疑為共產黨員，
也曾在‘文革’期間被誣為‘美國特務’，但我堅信，選擇的道
路是正確的。」

「不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沒有應用，文章有多大價
值？」

何炳林被一位英國教授稱為「中國離子交換樹脂之父」，
他率領南開大學化工廠把離子交換樹脂民用生產技術普及
推廣到全國，全國所有大的樹脂生產企業都到南開大學學
習，何炳林公開、無償地提供技術。我國高分子化學領域
大部分技術是引進的，唯有離子交換樹脂是自主完成的，
高分子所副所長史林啟介紹，目前有的外資企業把中國的
產品「貼牌」銷往國外。

何炳林一生重要的學術思想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基
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重。他一生寫的學術論文至少在800篇
以上，其應用成果之多，更是學界少見。南開大學化學學
院副院長袁直介紹說，1956年至1960年間，何炳林在世界
上首次制備出大孔型離子交換樹脂，為吸附樹脂的問世奠
定了基礎。

大孔樹脂的發現，增加了離子交換樹脂新品種，如水
處理必需的弱酸性離子交換樹脂，占領了80%以上的國內
市場。

氨基磷酸型螯合樹脂，用於離子交換膜法制碱，帶來

了我國氯碱工業的一場革命。
弱碱性離子交換樹脂，用於電

鍍廢水的處理，解決了我國電鍍行
業對環境嚴重危害的難題。隨後，
何炳林帶領的團隊人將離子交換樹
脂的應用擴展到有機工業領域，針
對鏈霉素的提純研制的弱碱樹脂，
使我國鏈霉素的產品質量達到了國
際先進水平，並使我國成為世界最
主要的鏈霉素出口國。

何炳林招收的第一個博士後人員、天津理工大學校長
馬建標說，何先生曾質問：不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沒有應
用，文章有多大價值？

「一個不愛國的學生，培養了做什麼用？」 
何先生走了，海內外眾多的學子懷念他，懷念他的惜

才愛才，懷念他的心底無私。
為了學科建設，何炳林從四川請來有才華的南開大學

畢業生、中年工程師李效白，當時學校住房緊張，何炳林
把自己孩子的住房讓給他，成為全校的美談。5年後，李效
白因病去世，何炳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刻骨之痛，讓許多
人為之動容。只要是可培養的國內外人才，何炳林總千方
百計請回來，親自去各部門協調，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懮，
學生們稱他是「高效率的政治工作者」。

2005新年，何炳林、陳茹玉夫婦作出一個決定：將多
年積攢的各類獎金40萬元，分別在他們曾任所長的南開大
學高分子所和元素有機代學研究所設立獎學基金，資助「愛
國、功課好、家境貧寒」的學生。其中「愛國」是第一標
準。「先生曾說，一個不愛國的學生，我們培養了做什麼
用？」現任高分子所所長朱曉夏教授講到此禁不住哽咽。

【廣州培正通訊編者按】何炳林院士是廣州培正1936年
翔社的學長。他一向愛國愛校，在培正註冊權的風波中，
他始終立場堅定，親筆寫了支持母校取回註冊權的信函。

【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炳林遺體告別儀式在天津舉
行。新華網天津7月8日電  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南開大
學教授何炳林遺體告別儀式8日在天津舉行。

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吳官正、張立昌、李瑞
環、李嵐清、路甬祥、陳至立等以不同方式對何炳林的逝
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

何炳林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1952年獲美國印
第安納大學博士學位。1956年2月在周恩來總理的幫助下歸
國，任教於南開大學，曾任青島大學校長。曾獲得國家自
然科學二等獎、國家發明獎、杜邦科技創新獎、何梁何利
科學與技術進步獎、日本高分子學會國際獎等30餘項重要
獎勵。1989年獲「獻身國防科學技術事業」榮譽獎章。他是
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2007年7月4
日在天津因病逝世，享年89歲。

何炳林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先後培養了600餘名本科
生、100餘名碩士生、60餘名博士生和15名博士後。2005年
與妻子陳茹玉院士共同捐出40萬元積蓄，在南開大學設立

「何炳林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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