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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頌歌手寫版

金禧曲譜

2008年是香港培正母校建
校75周年的大喜日子，我們誠社
同學與香港母校大約是同時代的
人，跟母校一起成長，因此，有
許多珍貴的回憶。

五十五年前，我們誠社同學
高中畢業，在鐵皮栱圓頂大禮堂

「現已拆卸重建培正教育大樓」，
舉行畢業典禮。當時全體畢業生
齊聲頌唱「畢業歌」，這首歌由廣
州東山培正母校傳來，刊於「培
正詩集」第278頁。

最喜佳辰唱頌歌——為建校75周年而作
誠社吳漢榆

這首歌在廣州中山紀念堂，
由穗、港、澳三地誠社社友齊聲
演唱，博得全場2000多觀眾的熱
烈掌聲。翌年1954年級匡社同學
慶金禧，全體社友在母校禮堂又
一次演唱此曲，蒙葉校長提議，
將此曲定名為「金禧頌歌」，歡迎
以後各級社慶金禧時頌唱。

有一次，李仕浣校長說：「金禧有頌歌，25周年銀禧，也應該有頌歌啊，何不也寫一首？」2007年在駿社銀禧典禮上，
我於是獻上一首「銀禧頌歌」。

曲詞借羅慷烈老師調寄「鷓鴣天」韻，曲譜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旋律。今天，人生七十不算
古來稀，但能有機會跨越20、21兩個世紀，在母校紅藍大家庭，高唱「畢業歌」、「銀禧頌」、「金禧頌」，又迎來港校建校
七十五周年，明年2009年 正值東山培正母校建校120周年，實在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值得記入紅藍史冊。

銀禧頌。羅慷烈教授手寫版

銀禧頌曲譜

歌曲的樂譜取自夏威夷民
歌「ALOHAOE – FAREWELL 
TO THEE」畢業歌詞充分表達母
校及上主對同學關愛之情，同學
互相切磋友愛，今朝畢業分袂，
依依不捨之情，表露無遺。十二
載同窗，一朝離別，唯有互道珍
重再見。

2003年誠社畢業50周年金
禧，全球誠社社友又回到母校
的懷抱。為了紀念這一值得歡
慶的盛典，我用當年「畢業歌」
的譜子，重新撰寫歌詞，叫「畢
業五十周年慶典歌」，歌詞見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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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我們誠社小鑽禧之年，經過兩、三年的徵詢
意見和商討，決定以旅遊來慶祝，選點有臺灣、泰國、海
南島、北京⋯⋯等等。結果在4月中旬，我們作出決定：擬
在北京奧運後，到北京天津旅遊，參觀奧運場址及北京市周
圍的景點包括承德、清東陵等，並與北京誠社同學敘舊；天
津，乘坐新設的京津城際列車，27分鐘車程，（舊列車要2
個半小時），並探望黃國蘭會長和潘永浩同學。

一經決定就立即展開以下一系列的籌備工作，經過多方
探路、征詢、克復重重困難，終於完成這次慶祝小鑽禧活
動，北京-天津之旅得到肯定，並讚聲不絕。
詳情見以下敍述：
1. 最先征詢弘社朱樹椿學長（北京同學會會長）意見。內容

錄下： 
 社委會，開會商討前我特意與北京弘社哥哥班朱樹椿醫生

通了長途電話；由於他們在三年前在北京亦搞了一個全球
弘社的小鑽禧紀念大會，可以吸取他們的經驗，搞好我們
的活動。

2. 繼而征詢北京誠社同學周遠楣（前北京政協委員）、老北
京李鉅章、蔣建國、袁玉信和司徒新蕾的意見。

3. 趁香港李子超同學在5月赴京參加清華大學畢業50週年慶
之便，特托他見過北京全體誠社同學，收集各方意見。

4. 鄭德維同學（三藩市）、張悅鍾（澳州）和黃愛玲（美國）
等同學對最合適的啓程時間提出建議。

 最後決定在2008年10月最後一星期即10月26日--31日，
避過了奧運及國慶節期間可能發生之擠迫，同時亦決定找
旅行社協辦。

一，先找北京朱樹椿學長介紹的北京中旅社安排交通旅遊和
膳食，可惜劉春霞經理要價甚高，不包飛機票也要人民 
幣5,660元。

二，再找香港中旅社---吳付經理報價是港帑 7,268元。
三，又找廣州中青旅---趙惠霖、卓稚雄介紹，要人民幣

4780，不包機票。
以上要價都高，再繼續找。

四，結果，找到陳毓棠相熟的博覽行，認為各方面都滿意，
於8月5日五個社委們操上去旅社準備落訂和簽約了，
後因某些語言誤會突被拒接，經多次解釋無效，要我們
另找旅行社。

五，於是又得重新物色旅行社：
最先是高澤霖介紹的「勝景遊」，繼而「東瀛遊」，「美

麗華」等等7-8間來比較；經過兩個多月折騰，問過7-8-間旅
行社，貨比多家，結果以康泰旅行社最實惠，信譽最好，
於是在10月2日簽了約。

由於多番反覆決定，康泰包團部經理鄧小姐帶團外
出，又延誤辦理時間，一誤再誤距我們起行時間就只有10
天時間，購不到日間飛行的集體機票，全爆滿，（我再查証
屬實），只有夜機出發，所以旅遊時間要多延一日，即七
天，（由2008-10-26至11-01日））

原先報了六日的可自由決定，仍參加六天的或延多一
天。結果，紐約飛來的11個同學立即改機票與我們香港起
飛的共進退。這兒要特別向他們表示謝意及讚揚他們合作
精神。

這次七天團實際扣除飛行時間只有六日半時間，在這
六日半時間裏能夠遊北京-天津-承德-清東陵這麼多地方，
尤其我們已是耆英之年都有此魄力，精神奕奕，可說是上
天之賜也。

要搞此類大型活動所花費人力、精力和時間實屬不
少，幸得各社委齊心分工合作，協助本人才能將這活動搞
成功。

我本人負責統籌組織工作，麻煩頭痛事一蘿蘿，聯絡
了10間以上的旅行社，他們開天殺價，我就要落地還錢，
幾番週旋才取得合理價格。陳毓棠負責開立銀行戶口，收
取40人以上的旅行費用，既有港幣，又有人民幣，既有
七天團費用，也有六天團費用，既有飛機團，也有火車自
去團，數目繁複，都一一應付，做到一絲不苟，真是勞苦
功高。由於這次活動由社費補貼的關係，楊如松將收支結
算，做到一清二楚，一絲不苟。吳漢榆雖然因事未能隨
行，但一直參加協調會，幫手負責文牘工作，分析和評比
各旅行社的優劣，又設計成紅白藍三色的、繪有培正校𡽪
的、字體醒目的橫額，以便拍照之用。高譯霖、朱蘊瑜、
楊如松亦介紹旅行社，開會商討永不缺席，務求搞好這次
活動，再一次表現出誠社的團結合作精神。以上是這次小
讚禧北京之旅活動的工作報告。

關於北-津-承德之旅記聞，陳毓棠已寫成六大頁紙
的「老陳遊記」，內容精彩萬分，文筆流暢，在此不再重覆
了。    朱淑齡 2008-11-17

2008/10/26 一行人眾，午後齊集香港機場，在朱社長
帶領下，浩浩蕩蕩，興高彩烈入閘登機，5:30pm起飛，直
航北京。

8:30pm 飛機平安抵達北京，停泊北京第3航站。第3航
站在本年中才開幕，設備全新，佈局一流，勝過世界任何
一地。

9:30pm 步出機場登上早已在等候的巴士，10:10pm
入宿酒店。酒店屬新建築物，標準商務酒店，不算什麼星
級酒店，房內設備齊全，西式早餐，只不過沒有寬敞的大

籌備北-津-承德之旅工作總結 籌備北-津-承德之旅工作總結 

老‧陳‧遊‧記
香港誠社小鑽禧北京旅行日誌

堂，宴會廳和康娛設備。
2008/10/27 一宿無話，翌日6:30am給叫醒。
7:15am 登巴士直放承德山莊，車行約3小時，途經古

北口，在金山嶺下車轉乘吊車，到山腰離車，步行登山，
15分鐘後踏足長城，路不難走。這是一個新的旅遊點，
本地遊客不多，反而多見海外異族。各人登上長城的碉堡
一望，見到四面環山，山勢重巒起伏，遠近有緻，長城坐
山巔而建，明代以前，分段而設，明朝皇帝，為防外族入
侵，把所有城牆都給連接起來，所以看到的城牆，四面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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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交錯，更有頗完整的煙火台2座，不若八達嶺等之單調荒
涼。景區部份，大部份重修過，部份城牆碉堡仍保留破爛
狀態，給人比較。最高而長的一條，可直通山海關出海。
上午陽光照射角度甚佳。任何一方向，都是攝影最佳題
材。眾人都說不枉此行。12:15pm午膳於山下餐館。

有一件事值得提供各位參考的是：在由北京往金山嶺
途中發生了一意外，是大事件。事緣車子開行了大半個小
時，見到矮陳（陳沛坤）身體有點不自然，跟著舉止有些失
措，有人料到可能是便急，即說備有塑料袋，可以應急。
無回答，再問之下，不得了，原來肚子出了些蠻動，要辨
大事。趕緊通知導遊找洗手間救急，但回答說；這200里
長的高速公路，都沒有加油站或民居，大家即求他設法在
安全點停車，就地解決問題，不然大事可能在車內發生，
導遊聽了，心底下也發了毛。另一方面有人安撫矮陳忍耐
一下，希望百忍成金，可是窗外公路旁都是大于70度的
斜坡，無法立足。車內矮陳，臉上漲得紅紅的，努力在調
息呼吸，可能成效不如理想，臉色慢慢轉蒼白，身體在濡
動，看他額頭好像在冒汗。就在這時，有人高呼；有救了。
眼見前面不遠，設有收費站，肯定有廁所。一出收費站，
立即停車，找到了，可是門給上了鎖，於是請收費站的小
姐把鎖打開，行個方便，回答說；這廁所是職員專用，不
對外開放，雖多方好言懇求，不為所動，在旁的開車師
傅，是個北方大漢，性情中人，聽得不奈煩，回頭在工具
箱內抓起一柄鐵搥，就要把鎖頭敲掉，該職員怕事情真的
閙大了，趕快把門鎖開了，矮陳像箭一般衝了進去。同車
的團友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狂舒了一口氣，面上都湧起
了笑容，真的身同感受。不久矮陳出來，行動輕敏，看他
神情比中了彩票更愉快。一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繼續
上路。這故事告訴我們，人生世上，不如意事，常十之
八九，尤其是在國境內，如遇上矮陳般的問題，可參考這
故事的解決方法。為策萬全，以後再走這條路前，應理性
地配帶紙尿布，方可出發。

1:15pm 飯後登車，直放承德避暑山莊。
2:20pm 車到承德山莊，地方實在太大，不要說北面

的御獵場，光是莊園內的景點已可供遊覽數天。我們選擇
水陸聯遊，先觀看滿清帝王夏天辦公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時躲難的地方。山莊在舊熱河省，夏宮佔地甚廣。建築物
有4（或5）進，木材多用楠木，裝飾精細，不若北京故宮
的粗糙。其中一座內宮是一兩層建築物，但內外都無發現
有樓梯上落二樓。原來到二樓的階梯隱藏在戶外一座石
山內。有趣的是莊內大部份的階梯，都用天然石塊砌成，
高低不平，實在走不慣，真佩服國內的女同胞們穿了高跟
鞋，步覆爽快輕盈，無視地面狀況。看完王宮，走向一個
大大的內湖，兩岸柳樹，深秋仍有綠葉輕垂，證明了地球
氣溫普遍昇高。眾人在湖邊乘木船往不遠處的一個小島，
島上建有一煙雨樓，登上樓上，可遠眺園內景色，配上日
落餘暉，令人忘掉整日的煩惱，因為已知道新的一天很快
出現，又會帶來一番新氣象。重回木舟，搖向對岸轉乘電
動車，趁天尚未黑，再向其他景點出發。途經一片蒙古式
草原，可惜草已枯黃，毫無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
牛羊的感覺，草原內一角，蓋搭了一些蒙古包。導遊說；
蒙古包可供租用，包內床褥，電視機，衛生間一應俱全。
再過去不遠，導遊帶引我們看一條小河。有一片石柱，上
刻有熱河二字 ，流水在冬天不會結冰，這就是熱河省名的
由來。跟著下來，天色實在變黑，氣溫亦下降，可能只有
幾度，而且風也吹得很勁，在夜幕中，隱約看到莊園圍牆

的黑影，牆身特高，作長城狀。最後看到旅遊車，趕快湧
上巴士，開往吃晚飯的地方。晚飯開始，先端上來的是6，
7款饅頭麵食，別無其他，導遊說當地以麵食出名，特別
給我們嘗試，各人都以為今晚只有這些饅頭，雖然心中咕
嚕咕嚕，亦有捧場吃了不少。原來這是前菜，過了不久正
式的飯菜，陸續出場，肚子已給饅頭佔了一半，又要吃飯
菜，這頓飯吃得比較辛苦。飯後回酒店睡覺，但房內的暖
氣，似有若無，只好加蓋一張棉被。

2008/10/28 今天去遊外八廟。8時在酒店出發，10分
鐘便到普寧寺，是蒙古紅派佛教。正值和尚早課，寺內遊
人眾多，進香的也不少，香火鼎盛。同學霍廣權，天資聰
穎，可能與佛有緣，一下子便學會了西藏人五體投地的禮
佛方式，整個人趴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詞，誠心禱告，不
禁令人動容。再看一下他旁邊有一妙齡女郎，也在禮佛，
不知霍兄突變，與此有無關係。

跟著全體團友移往須爾福壽廟看千手觀音像，寺院外
觀是一五層高的建築物，其實內裡只放得下一尊千手觀音
木像，其高可知，兩旁伴有仙童。在此宏偉巨像下，人們
驚覺自己是如此渺小，在像前仰望，極目也無法看頂端。
要全身後靠，方可看到菩薩面相，是如斯慈祥安逸，使人
對我佛生有親切感。最後一眾又往小布達拉宮參觀，據說
這是清王帝特意按照西藏布達拉宮而建在一小山坡上，目
的是要西藏班禪活佛住在這裡，不用回去，好作清朝的人
質。是耶，非耶?到小布達拉宮的建築群，要走一段斜坡，
有百來級，不是很斜。宮的建築是按西藏型式，四面高牆
無窗，內有通天。地面層有西藏密宗創教人造像。及和尚
學道的地方。下層是高級修煉場所，如教主認為此人有慧
根，便可進陞高級修煉，有女士相陪伴，是為雙修，可加
快修成正果。可見創教教主絕頂聰明，極了解人性。一般
和尚幼年學道，到青春期難免因對異性憧憬而無法專心學
道，不如給予方便，和尚們便不需再胡思亂想，專心努力
學習，加速修成正果，否則一旦學佛不成，被逐出師們，
再無這些優惠。這不是我在胡說八道，只是轉述導遊小姐
講的故事，無謂考究，內容如有失實，絕對與我無關。我
一次在北京，有人說雍和宮內有些喇嘛參喜禪的做像，特
意趕去看看，可惜那次看到的喇嘛塑像，下半部全給一片
紅布遮蓋，個人即時像個在洩氣中的皮球，是與佛無緣
啩。在布達拉宮，跟著人群，踏步木製階梯，直上最頂
層，看到中心的金光頂，是用純真金貼在瓦面，所以歷久
常新，在陽光照射下，金光使人目眩。

11:30am 午膳在上客堂，是一酒家名字，意即寺廟
招待香客用膳的地方，外形是寺廟型式，內裡是蒙古式裝
潢，服務員也穿上蒙古衣著，食物一般旅遊團標準，葷素
都有。

12:20am 飯後上車回北京。
4:10pm 到達北京國家體育館，人稱鳥巢的地方，門票

50大元。經過簡單安檢，進入場地，覺得並非在看電視後
想像中的宏偉。運動場是個跟一般400米的標準田徑場一
樣，好像有9條跑徑，圍繞著場地是一排一排的座椅，排
得高高的，據說可容11萬觀眾。空空蕩蕩，人在會場中只
是見證一下歷史而已。座位後面是通道，原本設有一些商
店及食肆，但都關了門，只有一家賣快餐的，但是什麼都
說賣光了，只有鮮奶供應，可能受三鹿奶粉影響，乏人問
津。出館後擬往參觀水立方，可惜已停止售票，因日間開
放時間有規定。離開時在遠處回望，覺得這座鳥巢像隻大
元寶放在大廣場中，如果漆上金或銀色，更形相似，這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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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與中國的風水學有關。
6:00pm 上車去羊蠍子餐廳，裝飾是地方色彩，我們用

的只是團體餐，其實餐廳有供應一些名菜。羊蠍子就是羊
的尾龍骨，把牠紅燒燜軟，有如我們的豬骨煲，可能初出
時價廉物美，做出了名堂。

7:00pm 飯後乘車往大柵欄步行街，在安定門外。據
說大柵欄在明朝時已有農民每天拿些作物在擺賣，到清朝
時演變成一條路，兩旁都是小商店，出售一些低檔日用
品。在此出入者多為中下階層，所以治安奇差，居民只有
自建一些柵欄，防止閒什人等，所以人們便以大柵欄稱此
地點。由於所有樓房都經歷年代久遠，破舊不堪，近年由
地產商收購，全部拆平，按照原來模樣，從新建造，古色
古香，對年青一輩有教育意義。可惜重建後可能因成本關
係，一般小生意無法接受昂貴租金，所以現在開業的只有
兩三家食館而已。遊罷便上車回酒店休息。

2008/10/29 8:15am出門往一個新火車站，試乘剛開始
了幾個月的特快火車往天津，當日車速每小時最高331km，
150km的路程，27分鐘便抵達天津。天津天氣比北京稍涼有
風。甫出閘便看到老同學潘永浩已在等候，馬秋南同學說
自50年前一別，到今天才再相見，大家興奮握手問好時，
都眼泛淚光。出站後再一同轉乘在等候的巴士，先遊英租
界，玉皇閣，古街，文化街，這些街道都有歷史。同學們
在街上名食品店買了些土特產帶回家作手信。部份同學往
泥人張的店舖看泥人，有些往隔壁的楊柳青年畫店選購畫
冊，各適其適。跟著上車去參觀廣東會館，建築大方得
體，門窗，室外及室內，用料上乘，加工精細，內進有一
戲台，佈置很有格調，院內有2位老倌，為我們唱了2段地
方戲曲，別看他們年紀不輕，中氣十足，唱來瀟灑動聽，
相當有料。台上音響效果設計特異，不需擴音器，歌聲可
傳至場內四角。隨後齊往午飯，老遠已看到長住天津的黃
國蘭同學，已在飯店門口等候，大家握手言歡。她是大忙
人，飯後聊了一陣，便怱怱告辭，叮囑日後多多叙面。

２:00pm 飯後往參觀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場地是
一片大草地，場館是一幢二層高的建築，像歐洲的鄉間會
所，顏色跟場地配合得很調和，室內陳設周總理的祖藉，
及一生事蹟，內容豐富。館外種有花木，一角放了一架美
製的周總理專用飛機，保飬良好，據說仍可使用。看完後
再出發，往遊昔日有小巴黎之稱的法租界，看到一俱體而
微的巴黎鐵塔在一屋頂。再去德租界，看到一座音樂廳，
又去意大利租界，最後看了一座瓷房子，原是一座法式洋
房，牆身內外都被黏上一些破瓷器碎片，不倫不類，把一
幢好好的洋房給蹧塌掉了，這只是我的想法，其他人都當
這是一件無價寶去欣賞。看完了幾個租界，更了解到什麼
才是真正的古物保育計劃。跟著齊齊回巴士往火車站，再
乘火車回北京，站前各人都和潘永浩握手殷殷道別，互祝
珍重，望來日多相見，馬秋南希望不要再等50年。我請他
放心，因為有人說：「我向你們保證，大家不用再等50年，
齊齊將會在一個更美好的地方歡欣重聚，耶利路亞。」

4:15pm 再乘高速火車，迅間便回到北京。
5:00pm 出火車站，上巴士去坐三輪車遊舊區胡同，

二人一輛，穿插於胡同窄巷，體驗一下當地民情，感覺上
似是回到了舊日的九龍城寨，不過沒有當時城寨內的特殊
行業。可惜天色已暗，未能真個看清楚，便去用膳。飯後
有部份同學先回酒店休息，一些同學繼續上車，遊三里屯
酒巴區，再往秀水街。過去是專賣特有名牌的商店街，現
在已被移平，改造了很多新型的高樓大廈，更定名為SILK 

STREET。出售真正的名牌商品。完了又往世貿天階。是
一個新型的購物區，區內一步行街，寬約10米，長100米以
上，兩旁當然是大廈商場，建築豪華，此街在頂上約6~7樓
高處全給封密了，整個天花裝上電視熒幕，極之明亮，正
在播放一幅夜空圖象，星光閃閃，眾人都以為不外如是，
於是往遊商場，有洋貨，也有本土名牌，不過標價全都比
香港貴很多，使我感覺到祖國同胞們真的很富有。看罷正
要離去登車回酒店，忽然樂聲雷響，頭上燈光閃爍，舉頭
一望，原來天幕動畫演出開始，顯示宇宙間星球互撞，地
球形成，生物出現，有四季美景，人類進入美好的世界。
劇情蠻有意義，聲光華麗，畫面宏大，懾人心弦，比紐約
時代廣場的更有看頭。令人由心底讚嘆。歷時15分鐘。完
場後回酒店休息。

2008/10/30 今天7:15am便要出發往清東陵，到達目的
地剛剛是10時，進入陵園，先要走一條長長的墓道，前清
官員拜祭，一定要在墓道步行前往，王帝都無優待。墓道
兩旁，每隔10米左右，豎立有石雕人像，靈獸等。望著這
長長直直的墓道，使人直覺地知道這是一個不同凡響的地
方。今天的我們，卻可以自由開車直入墓園，比昔日的王
帝更優越。一般清帝王的墓室，不若明陵的深藏地下10幾
米。我們首先去看看慈禧太后的墓地，此墓的特色是台階
中央有一塊大石雕，刻意雕上一幅鳳在上龍在下的圖形，
這是有封建制度以來，唯一的一幅，其用意路人皆知。因
為她名氣太大，傳說她有很多金銀珠寶陪葬，因此被人明
的暗的盜墓多次，墓室有25cm厚的大石門也無力阻擋，陵
墓被毀壞不堪。墓內屍骨，物品已蕩然無存，幾年來我政
府花了不少財力，物力，最近才把它修復原狀。所以有云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嘗在手中，化未。一眾再轉往慈
禧太后左邊乾隆的墓地。看似比慈禧太后的少些，不過其
建築物比慈禧太后的細緻華麗，墓室有3雙25cm厚白玉造
的大門，室高看似有6米，用白玉砌成拱形，面積不小於
20x20米。由地面進入墓室的走道開始，兩壁及拱形天花都
用白玉鑲嵌，並刻上各種文字，圖形，天神，佛像等等，
整座墓室就是一件藝術品，使人立即想到埃及的金字塔，
除了年份外簡直無得比。室內槨棺比較完整，其兩旁放了2
后3妃子的棺槨。

1:30pm 坐巴士回北京。
4:10pm 到紅劇院看舞蹈劇表演，戲目是少林工夫，內

容說一個少林僧人的成長歷程，中途險些過不了情慾一關
而毀了一生。可見少林主持方丈的智慧，比西藏喇嘛差了
幾皮。善哉，善哉。

7:00pm 晚飯在名遍北京的東來順，吃涮羊肉，即我
們的羊肉火鍋，有肉有菜，任由享用，是幾天來吃得最愜
意的一餐。因為明天有部份團友要離團返家，在早一個晚
上，旅行社一般都會弄一頓不錯的晚餐，給團友們一個驚
喜，留個好印象。

8:30pm 回酒店休息。
2008/10/31 8am出發往航天博物館，其實不是一個正

式的航天博物館，只是一個載運火箭研究所，規模很小，
展出品只有幾個人造衛星和火箭模型。主要是賣些紀念
品，團友們亦感興趣。

12:00pm 午飯在全聚德烤鴨店。名牌店也。地方布置
得不錯，不過個人認為香港的片皮鴨比它好吃多了。

1:00pm 起程往看北京大劇院，俗稱北京蛋的劇院。
我們只看到半邊咸蛋覆蓋在地面上，佔地不少。內裡分開
好幾個表演廳。走馬看花，只看了主音樂廳，幾個表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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