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廣州培正中學及同學會送禮金 向澳門培正同學會送禮金

在香港培正中學鑽禧慶典

在廣州培正中學美洲堂前 在廣州培正中學鑽禧慶典

2008年12月6日香港培正學校舉辦了同學日及六個級
社的壽禧紀念慶典活動，建社共有香港及海外25位同學參
加。大會在當日下午三時在中學大禮堂舉行，中學和小學
校長及同學會會長先後作了簡短的校務和會務報告，又舉
行了各項頒獎以後，即進行
了建社鑽禧和銳社金禧紀念
儀式，建社同學首先上臺接
受祝賀和照相留念。當天晚
上在九龍灣會展中心宴會廳
舉辦了有101席一千多位各
屆校友，教師員工，學生代
表參加的大公宴，席間其他
班社的壽禧儀式繼續進行，
又有享有盛名的培正中學銀
樂隊演奏名曲，更有培正小
學粵劇團表演粵劇折子戲助
慶，小演員們精心化粧維肖
維妙的精彩演出，穫得全塲
熱烈掌聲給予鼓勵，隨後放影了省港澳三地培正學校百多
年以來先後建校的歷史過程的珍貴相片資料，讓新老同學
們更加愛護培正和推動培正中小學的更大發展，大公宴在
有趙汝康同學代表建社參予的薪火相傳的傳統儀式作為同

參加香港和澳門培正同學日及
建社鑽禧儀式簡報

學日活動高潮及抽獎活動以後圓滿結束。
12月19日，高鎮南、黃應康、傅蔭箎、葉圍洲、林兆

偉、陳洪光一行六位同學代表建社參加了澳門培正學校同
學日及建社鑽禧紀念儀式，抵達澳門碼頭，卽獲培正同學

會安排專車接往學校，抵達
校園，由黃漢堅會長熱情
接待，在校園內，看到同
學們參加各種慶祝活動，
喜氣洋洋，用過茶點後前往
體育館參加慶祝大會，奏校
歌後，黃會長致開會辭及會
務報告，繼由高錦輝校長作
校務簡報，澳門培正學生學
業成績在國際比賽中獲甚高
評定，身為培正兒女亦覺榮
幸，隨後卽舉行建社鑽禧紀
念，由司儀讀名請建社同學
逐一上臺行掛壽牌隆重儀式

並拍照留念，而其他班社如銳社金禧，昇社紅寶石禧掛壽
牌和凱社銀禧加冕亦相繼進行，最後，紅藍薪火相傳由傅
蔭箎同學代表建社參予儀式，大會經二小時完成。晚上，
學校在聯邦大酒樓舉辦大公宴，建社同學因需要當晚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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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培正建社（1948）成立的日子

在澳門培正中學鑽禧慶典 香港培正同學會向建社送紀念牌

澳門培正同學會向建社送紀念牌 薪火代代傳

建社成立於1940年秋末冬初的日子。一群五年級少年
兒童，在學校的教師指導幫助下，經過澳、港兩地該年級
的同學分別開會醞釀，集思廣議，共同商定，提出2-3個
候選社名，再由澳、港兩地的同學進行討論及投票表決，
選定了建社的社名。當年是抗戰期間，取抗日戰爭一定勝
利，勝利後建設國家的含義。

記憶所及，當年有我們一群從澳門南灣初小四年級升
上高小一年級（即小學五年級）的同學。五年級的同學除我
之外，尚有歐德超、潘永韜、陳錫恩、李廣強、陳厚基、
梁星照、卓景波、劉福民、陳元標、余榮光、楊玉池、馬
長江、洗文義、葉惠康、李世雄、蕭一言、蕭耀堂、梁顯
烈、陳洪光、盧健、楊啓超、曹懋庸、陳耀俊、許榮桂、
王葆森、楊永實、鍾慎威、何澤禮、簡森耀、何患、李
昂、高永強、劉偉金、鄭振邦等，女同學有謝潔冰、許瑋
玪、梅美棠、米美蘭、歐淑芝等共約有百人之數。我記得
當時選出的建社社長是許榮桂及幹事陳耀俊、王葆森、皆
是優才生。

大廟頂培正高小（五年級及六年級）的校址是為一條路
分開的二幢樓房，校本部是一幢老式房子。進入大門有前
庭，其後為天井及客廳（禮堂），右側是類似傳達的門房作
為校務處。校務處後為六年級信班課室，其後為茶水間及
樓梯。最末是二個課室即六年級望班及愛班。樓上是男學
生及男教師宿舍。校本部的對面是一幢二層樓房，樓下是
五年級智班及勞作室、綜合室，樓上是五年級的仁班及勇
班和女教師宿舍。當時培正高小分班是按五年級為智仁勇

編排即甲乙丙三個班，六年級是信望愛即甲乙丙三個班。
我記得智班的班長是許榮桂同學。培正高小校長是李孟
標，校監是徐鑿和鄺民光，老師中莫如福教英文，廖慕芬
教算術，莫文虎教國文，梁友雄教國語，梁寒淡教歷史、
地理，吳茂生教童軍課，黃啓光、段玉清教體育武術⋯
⋯。

回憶當年，每星期一早上是紀念日，同學們集中在禮
堂，背誦總理遺囑。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是宗教早課，同
學們集體跟隨着教師（可能是牧師）祈禱和讀聖經。我們
一群年紀幼小的同學，在課閒休息或中午上課之前，就在
教堂旁的廣場玩「劫營」遊戲，利用相互對立的十字架柱
和一棵大樹為雙方各自的營地，互相追逐，那一方先偷襲
到對方的營地為贏。這個廣場也是我們上武術課和童子軍
操練的場地。由於抗日戰爭時期，當年的同學，不少隨着
家庭的搬遷而離開澳門往內地，也有部份轉到其他學校或
綴學。同時也有同學從香港培正小學轉來或其他學校轉來
的。建社成立時的同學現已分散在國內和全世界各地，有
的已作古了。回憶所及，匆匆六十八年，不勝感嘆！

今年曾遊澳門一天，特地前往當年南灣初小及大廟頂
高小的校址懷念舊情。現南灣初小校址早已建成新大廈是
𣾀豐銀行所在地，大廟頂的高小部，校本部已拆建為一幢
大樓，一條路之隔的課室樓房，仍存有昔日舊貌痕跡，但
已加高了層數。教堂旁的廣場，成為休憩之地。圪立着的
十字架是可印証我們建社當年成立的歷史。
 

朱柏椿　2008 年4月1日

港，故沒有參加。
這次重臨澳門

培正，感覺培正在
澳門教育界方面是
站 在 首 位 的， 學
生接受一條龍式教
育，由小學一年級
直到高中三年級，
都在培正學校內一
氣呵成十二年的全
部教育，全校學生
達三千多人。校內
在 建 的120周 年 紀
念大樓工程已經平
頂，2009年 中 建 成
投入使用後，十層
高的大樓將會向學
生提供更理想的學
習環境，屆時迎接
120周年校慶，一定
又有一番熱鬧景象。
建 社 香 港 同
學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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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4日廣州華廈酒店稻香酒樓社友茶聚留影。後排左起：
王卓凡、陳鈞鏞、古滂、徵祥嫂、毓楠嫂、毅才嫂；前排左起：黃
毅才、鈞鏞嫂、尹永熹、鄺乃良、羅徵祥、盧毓楠

盧毓楠（1944昭社）

未有遠行已近兩載，趁入秋以來，健康情況還算不
錯，便興起了外遊之念，拋開了世人對金融海嘯嚴重影響
經濟前景的憂慮，收拾好輕鬆的心情，於2008年10月8日
起外遊。

此行第一站是溫哥華。當地黃玉培早已安排翌日午間
設於順峰酒樓的社友茶敘。到來參加者除玉培之外有李熾
球、柯德富、葉寶澄和周柏芳等五位，看來各人精神飽
滿，健康尚佳。特別一提的是我社「大阿哥」李熾球壽齡已
超85，每周仍然可以照常雀局兩天，令人佩服不已。唯一
感到遺憾的乃是歷次都來茶聚的張鼎芬先生（肥媽趙利民的
夫婿）這一次不能再聚了，據說他因癌病於數月前離世，深
感惋惜。他生前不辭勞苦協助“肥媽”處理不少我社訊息的
事務，印象難忘。

14日抵港後不久首次跟社友敘舊的是張灼材夫婦，邀
請在香港賽馬會滿貫廳午間茶聚，席上彼此閑話家常，談
笑甚歡。言談間灼材兄表示十月底將會前往北京一遊，並
已通知陳念祖安排探望曹傳詠。到了離港前一天念祖兄的
答覆竟然是個壞消息，「書蟲」曹兄因肺氣腫不治，已於日
前不幸去世了。我社友們又減少一員，不勝感慨。

回鄉祭祖以及跟中港兩地親屬大團聚是這次遠行的其
中一個目的。11月1日回到順德區的大良鎮。近年此地區在
各方面發展迅速，大型屋邨不斷湧現，較為人所知的「碧桂
園」是其中之一，而高層柏文住宅更矚目皆是，與廣州市
比較，實不遑多讓。在輕鬆兩天的遊覽節目中，我等40餘
人乘坐一部大巴士參觀過區內極具名氣的食店——順峰山
莊，園林景色仿古建築，樓高兩層，外觀氣勢雄偉，內部
瑰麗堂皇，且夜間燈飾燦爛輝煌，異常奪目，不愧被評定
為國家的一級食肆。另一參觀景點是國家4A級的景區，位
於番禺區沙灣鎮的「寶墨園」，有嶺南瑰寶之稱。園內亭台
樓閣，佈局自然，雕樑畫棟，古色古香，各類雕塑精品，
玉器、陶瓷等藝術品，琳瑯滿目。而水景堪稱一絕，澄湖
流水，綠沼長河，三十多座石橋橫跨河湖之上。水中錦鯉
翻波，留步觀賞，此情此景，令人心曠神怡，樂而忘返。
每天更有按時之「變臉」表演，有幸能初次欣賞，甚感欣
悅。如社友們未有去過的話，這兩個景點是值得推薦的。

趁回港途經廣州之便，在當地停留兩天，事前曾通知
黃毅才約見廣州的社友，他辦事很週到，終於約妥好幾位
社友社嫂於11月4日中午在華廈酒店內的稻香酒樓房座茶
聚。稍覺意外的乃是鄺乃良和古滂兩人從美國加州來，正
在訪穗。從外觀看，各人的健康情況仍然不錯。據悉羅徵
祥夫婦二人已返回廣州長居，不復再去美國了。席上彼此
略有談及近日的晚年生活情況，健康問題最為關心，經過
兩小時的暢敘後，拍照留念，一聲珍重，後會有期，隨即
辦理退房手續，乘搭直通車於黃昏時分返抵香港。

11月7日香港社友例會照常於鳳城酒樓舉行。到會者
有張灼材夫婦、曾漢光、陳若海、崔楫賢、陳永明、鄭炎
霖、鄭祿德及倪福達等。據悉後者將不再返回加拿大，今
後長居香港了。招廣培和何慶華兩位已好久沒有出席例
會。前者最近入院做前列腺手術，且行動不便；後者多出外
旅遊，且記憶力退化加深。今後例會人數疏落勢難避免。

席上更聞蔡昌桓（澳校）、馬維吉（港分）兩人月前亦已去
世，深感惆悵。

11月14日返抵加國，在過去一個月期間所到各處已感
覺到金融海嘯對經濟的衝擊浮現，市場人流驟減，消費轉
弱。這次世紀經濟大衰退，料非一兩年內可復蘇，我們惟
有耐心等待好轉吧！

日前景楷報知，關道毅自今年2月中風入院後，最近
情況略有好轉，已轉往護老院接受長期照顧，盼他早日康
復。昨日傳來噩耗，美國加州趙宗謙日前去世。在我輩高
齡人士健康不斷衰退的境況下，健在社友越來越少，但願
各社友多多保重，以求活在安逸的晚年。

為關道毅同學的
健康祈禱

盧景楷（1944昭社）

關道毅同學，是昭社的元老。他從東山培正入學，到
坪石培聯畢業，一直都是紅藍學子，他還是鐵茅藍球隊的
主力隊員。他是昭社創辦人之一，畢業後他參加和作為主
持者之一，主持昭社各項大型的紀念活動，包括銀禧、
四十週年紀念、金禧、小鑽禧、鑽禧等。關道毅是我社受
人敬重的一位同學。

2008年2月15日，關道毅同學突然在家裏暈倒，經送醫
院急救後，診斷為中度中風，雖然度過了生命危險期，但
不幸遺留下較重的後遺症，半身不遂，吞咽困難。經過九
個多月的治療，雖有進步，但自己仍不能坐起來，更不能
下床，需人幫助才能坐輪椅活動少許時間，只能吞咽小量
糊狀食物，主要營養還是靠胃部上的插管輸入，因此滯留
醫院九個多月，近日才轉到有專門設備的護老院。關道毅
同學現在思維和語言均清晰，曾與筆者通過多次電話，但
時間不能太持久。

關道毅同學因為得病而給他和夫人馬金明同學以及他
們的家人帶來不少困難，但是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相信
主，相信神會給他們作出很好的安排，愉快地接受神的考
驗。讓我們為關道毅同學祈禱，愿他早恢復健康！

關道毅同學得病後，眾多社友非常關心，紛紛來信來
電慰問。關同學和夫人馬金明同學一再托筆者代為致謝。
馬金明同學說，由於加拿大的福利條件好，醫藥費用全
免，所以經濟上沒有負擔，請各位放心。

有緣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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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來峽來個合家歡 滿懷喜悅暢遊北江

晚會舞台上青春再現 猜拳競賽

獻詩 七律

同學聚會有感
劉君長情水接天，清遠良會憶流年。
幽竹有節心無礙，蒼松拔地志自明。
四海星霜遊人愿，千山霧雪雁歸聲。
茫茫北江少年事，明日分携語依依。

明社 阮華漢 上海

初冬時分，微微細雨，11月4日，兩社學友家屬一百二十
多人，相聚北江河畔園林綠花環境幽靜的清遠迎賓館。入住
午餐之後，以曹國裕、鍾正祥為首的節目帶頭人，迫不及待地
組織節目排練。另一方以張孔駿為主持的猜拳競賽活動也作
初賽的進行⋯⋯。

當晚微微細雨，我們乘坐四輛旅遊大巴，在舊城區湖濱
酒樓品嚐清遠的特產黑棕鵝、三杯鵝、燒鵝、鵝湯丸等。美
味可口的三杯鵝，大家稱讚不絕。

天公作美，秋末冬初，天色晴朗，萬里無雲，第二天景
餐後，我們乘車來到洲心碼頭，下船暢遊小北江，北江水
淺，兩條遊船都要行跳板落船，幸好有導遊、船家幫忙，手
扶手行跳板進入船艙。我們個個都七老八十，行起來有點心
驚肉跳。遊船有兩層，大家都到上層，坐個好位置，觀覽四周
的自然景色、山水。遊船慢慢逆水而上，小北江兩岸大自然山
川景色，青山綠水盡在眼簾。山風微微吹來，我們頓覺舒暢！
來自加拿大的司徒麟同學講：這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大自然禮
物，在國外不是常見的，呀！祖國山河真美啦！

晚上舉行歡迎晚會，來自加拿大的司徒麟同學和夫人林
麗莉（輝社）學妹，他倆發起成立的“松柏助學”基金，首期出
資廿萬元（港幣），扶助在校學習的困難子弟，有必要時進行
二期、三期⋯的融資追加計劃。並希望有識之士共同參與，
他倆的倡議，博得到會同學、家屬一遍遍的掌聲。晚會節目
多姿多彩，魔術、舞蹈、歌唱、猜拳奪冠賽⋯。

第三天我們來到飛來峽大壩參觀。這是我省目前最大
的水利工程。大壩橫卧北江，鎖住上游洪水，保護下游千百
萬人民財產生命的安全，目前冬季涸水期，清遠下游段，沙

明翔兩社清遠真情聚

灘水淺幾乎沒有航道。約莫看到一兩小耙艇，有些河段可以
撲水而過。壩的上游，形成一個大湖泊，水波平靜，藍天、
青山、綠水，最好泛舟蕩漾。京漢鐵路依傍而過，時有列車
呼嘯而過。進入大壩前區是個花園式的管理區，園林綠花美
景，我們繞周而行，到了觀景台，瞭望平川大壩風光，攝影留
念。

短暫的幾天，又要分手了，臨別，依依不捨不想離開這個
難得一聚的餐桌，席間，林麗莉學妹高歌一曲：愛使我們相聚
在一起。

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明翔兩社每年相聚在一起，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讓我們在一起歌唱，唱出由衷的讚美詩。
我們手拉手，歡聚在一起，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明年我們又相聚在一起，望大家

保重！來年再見。
明社通訊稿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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