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鄺文熾（1933奮社）老學長致辭

台山培正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典禮

鄺文熾先生（左一）及陳仲潮先生（左四，代表陳國強先生）
為台山培正中學，各捐款100萬元

台 山 培 正 中 學台 山 培 正 中 學
慶祝培正 120 周年暨建校 15 周年校慶慶祝培正 120 周年暨建校 15 周年校慶

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

台 山 培 正 中 學台 山 培 正 中 學
慶祝培正 120 周年暨建校 15 周年校慶慶祝培正 120 周年暨建校 15 周年校慶

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

正校友共同捐建的小學「三友樓」落成剪綵儀式。培正小學
「三友樓」樓高4層，共12間教室，可供600人同時就讀，它
是鄺文熾、謝天錫、陳中偉三位校友各捐資100萬元人民幣
建成的。為建立多媒體教學平台和其他設備設施，3人又再
次慷慨解囊，其中鄺文熾先生捐助港幣50萬元，謝天錫伉
儷及陳中偉伉儷分別捐資港幣7萬元。「三友樓」不僅成為三
人友誼天長地久的見證，更在他們和每一個關注培正發展的
人心們中播下希望的種子——願三友樓為培正、為社會培育
更多的英才。
慶典現場上，97歲高齡的鄺文熾先生，真情訴說著紅藍

兒女與培正的綿綿情意，在展望台山培正學校美好未來時，
鄺老當即現場捐出人民幣100萬元，（編按：鄺伯當時倡議在
台山培正興建黃啟明紀念堂，並即時作此義舉）這一義舉引

來一片喝彩，也讓在場人士無不為之動容。在
他的帶動下，培正校友陳國強先生也現場捐資
100萬元，為台山培正的發展再添力量。
黃國忠在致辭中借用培正校歌歌詞「愛我

培正謨謀遠，永為真理之干城」來鼓勵學子，
並祝福台山培正學校在校友及各界人士的關心
下，能越辦越好，實現跨越式發展。
謝日榮在致辭中說，名校的煉成，都要經

過一段不短的歲月。學校的樓宇、設施可以拔
地而起，師資可高薪聘請，生源可以通過政策
傾斜優先獲得，唯有學校的傳統、校風必須經
過長時間的醞釀才能芬芳四溢，沁人骨髓。有
15年辦學經驗的台山培正學校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願以「至善至正」、「紅藍精神」為代表的
百年培正精神能真正溶入學子們的血液中，讓
他們的青春和夢想在這片校園飛揚。

至善共鑄紅藍情誼，至正共建和諧校園。12月6日下
午，台山培正中學隆重慶祝建校15周年暨小學「三友樓」落
成剪綵儀式。江門市副市長謝日榮、江門外僑局張國富局
長，台山市委副書記、代市長謝伯欣，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關澤鋒，副市長黃國忠、市政協副主席陳俊立等領導及來自
海內外的嘉賓、各地培正校友、該校全體師生約3000多人
參加慶典活動。
台山培正中學創辦於1994年，歷經15載春秋。以蘊含

著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至善至正」為校訓，在以代表
熱情和冷靜的「紅藍精神」鼓舞下，不斷開拓進取，秉承百
年培正精神，從最初的借地辦學發展到今天擁有學生3000
餘人，教職工200多人，是我市唯一一所從幼稚園、小學、
初中到高中四個學習階段「一條龍」辦學的學校。
慶典儀式上還舉行了鄺文熾、謝天錫、陳中偉3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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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在二戰結束後1946年暑假考入香港培正小
學五年級。1948年小學畢業，託庇於母校中、小學一條龍的
傳統，直升入初中一年級。1950年暑假，由於成績優異，
何宗頤主任特准我和其他12位同學聯袂，與外校插班生一
起參加入學試，幸獲入闈，得蒙取錄，名列高中一首名正取
生，由匡社升入誠社。由於1941年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
三年零八個月，我失學回鄉。母校給我機會越級升班，讓我
追回部份失去的光陰，得以提早一年高中畢業而進入大學，
實在使我對母校心存感激。
1953年回到廣州東山培正，第一次認識心儀已久的母

校。我隨香港誠社籃球隊第一次跟廣州母校球隊作友誼賽，
心情十分激動。在母校校園裏，緊張地應付全國統一高考。
母校派出同學來協助我們安排好學習與生活，親身體驗港、
穗培正一家親，以及紅藍大家庭的溫暖。
1953年至1974年我在武漢華中工學院度過。國內各

地，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均有培正校友，特別是偉
社、誠社、匡社等級社的同學，雖然身在國內環境，人與人
的關係不正常，但只要是紅藍兒女，我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心情，千方百計地去找他或她們聚一聚。
每次到廣州，我都會抽空去東山培正舊址看看，了解一

下當時母校的情況，知道母校已改名叫「僑光」，或者叫「七
中」什麼的。看到牌坊式的校門，腦海中浮現昔日培正輝
煌，也憧憬着有朝一日，培正定會恢復昔日的光輝。
在國內困難的歲月裏，我們來自海外教會學校的學生，

都曾經受過不同程度的衝擊。在「內查外調」的過程中，從
政審人員的口中，我深知由不知名的紅藍同門提供的材料，
都使我受到不同程度的保護，所作舉証都能實事求是，不偏
不倚，從而使我最終可以過關。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在武漢經歷了十七年的教學生

涯，終於在1974年暑假重回香港，闊別母校21年，第一次
在香港，就是參加培正誠社的聚會，見到睽違多年的同學和
老師。他們關心我回到香港的生活，終於在同窗的關懷下找
到第一份工作。
從此，我亦陸續在香港迎接了多位來自大陸的同學。

他們也需要幫助恢復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有一位同學需要
培正中學當年校長簽署証明，以便去移民局申請。為了幫助
同學証明七年居港資格，我曾去培正圖書館翻查五十年代
資料，借出〈培正校刊〉，帶去移民局，証明該同學歷年考
取培正優異生的事實，由於〈培正校刊〉被承認為第一手資
料，獲得移民局接受而成功協助這位同學取回永久居民的身
份，取得三顆星的身份証。
培正人不論何時何地，都能互相扶持，彼此關照，這大

概就是培正的情意結吧！
多年來，培正人材輩出，有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亦

有多位世界知名的數理學家，還有美國大學校長，香港多間
大學校長等，作為培正人，都引以為榮，也願意為維護母校
的榮譽作出努力。曾經有人對我說：「你們培正只是中文中

學。」言下之意，似乎中文中學是低人一等的，我聽了十分
氣憤，立即作出反駁。我說：「中文中學又如何？你想你的
子弟將來幹啥？做官嗎？請不要讀培正！如果想做學者、教
授，甚至獲世界級獎項，可以來培正試試。」雖然能否有成
就，全靠個人努力和造化，但培正這塊園地，完全可以培育
出傑出的學者，專家和教授，歷史已經作出了証明。
銀禧加冕是培正人的一個優良傳統，凡是培正人，離開

母校25年，不論去到五湖四海，天涯海角，按照傳統，都
會在培正同學日回到母校，參加銀禧加冕慶典，邀請當年教
導過自己的老師加冕。我們誠社是在1978年晉升元老的，
有114位同學回到香港母校參加。並敦請何宗頤、羅慷烈、
林藻勇、吳華英及單倫理老師為我們加冕。羅慷烈教授為我
們填了一首〈鷓鴣天〉以祝賀。
詞曰：
錦瑟華年水下灘，喜遇四十尚朱顏。
已生虎子能依樣，猶倩旁人為整冠。
思往事，憶登壇。佳辰莫放酒盃寬。
諸君從此稱元老，可有刑儀後學看？
又過了二十五年，即2003年，我們在穗、港、澳母校

慶祝金禧慶典。全球來自港、穗、澳、台、美、加、澳洲84
位同學回來，接受羅慷烈教授、張啟滇、老瑞麒老師、鄭成
業、李仕浣校長主禮，為每一位同學掛上壽牌。羅慷烈教授
贈七律一首以賀之。
詩曰：
癸已辭黌舍     於今五十秋
非無鴻鵠志     各有稻梁謀
驥足短千里     鵬程遍九州
新編嘉話錄     永憶少年遊
有一位社友值得一提，他叫張卓然，先後參加了三藩

市、多倫多、溫哥華舉行的誠社金禧慶典，之後又排除萬難
回到香港母校，再一次參加金禧賀壽，一共取得四面壽牌，
廣州誠社感其誠，特別再頒授一面壽牌，托人帶去加拿大
給張卓然同學湊成五面壽牌。另一位美國灣區朱文富同學，
年前中風，不良於行。當天在夫人陪同下，乘輪椅來到東山
培正母校參加典禮。在美洲堂前拍攝全家福的有穗、港、澳
同學138人，連社嫂、社婿、親友竟達200人，培正的心意
結，紅藍大家庭的凝聚力，可見一斑。
跨越了十九、二十、廿一三個世紀，培正母校迎來創校

120周年大慶。作為培正人，莫不歡欣鼓舞。特別經過十年
爭取校名回歸的奮戰，終於贏來北京高院的終審勝利，足堪
告慰創校先賢，並為全球培正人送上節日賀禮。
母校120年的歷史，是一部輝煌的華人教育史。先賢創

校維艱，建樹良多。我們誠社作為培正大家庭的一員，也經
歷了55年的滄桑。值此120周年的喜慶日子，回味一下培正
人的情意結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都是30年代出生的培正人，能夠見証母校經歷的

——60載培正情意結 1953年級誠社吳漢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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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大事。
（一）日本侵華的培正 —— 轉移後方，絃歌不輟

廣州培正傳統上有許多華僑子弟就讀。閑談中台山話充
斥於耳。在校園裏有許多華僑捐資興建的大樓，如古巴華僑
紀念堂（建於1924年），美洲華僑紀念堂（建於1929年），澳
洲華僑紀念堂（建於1932年）等。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侵華，全國許多大

城市被侵華日軍空襲。母校為維持教育事業不致中斷，於當
年九月，遷校鶴山。廣州淪陷後，校董會派老師赴粵、湘、
桂三省考察，決定在粵北樂昌縣之坪石，設立培正培道（培
聯）分校。1941年，香港淪陷，僑生回國，母校領導帶領着
學生轉移至廣西桂林，繼續學業。1944年桂林陷落，1945年
坪石陷落，聯校師生又平安轉移至湘境桂東縣復課。抗戰時
期，華僑在海外，僑匯不通，但在母校關懷下不但保障其子
弟人身安全，在艱苦的條件下，輾轉逃避日寇，繼續完成學
業，這種為教育而獻身的紅藍精神，使海外華僑深為感動。
1946年馮棠校長在美國為母校復員添置教學設備籌款，

在美國各洲、市、僑胞校友感於母校在抗戰時期對其子女
的關懷與照顧，紛紛解囊捐助巨款，購買許多先進的教學
儀器、圖書、樂器及體育設備，裝備及充實穗、港母校物
理、化學、生物科實驗室，並設立視聽教育系統，這在50
年代，實屬創舉。
患難見真情，培正師生家長情意結，就是建立於這種生

死存亡關頭，患難之交的基石上，是亘古少有的真情。
（二）為維護培正的權益培正人義無反顧

在培正120周年的歷史長河中，也曾經出現一起駭人聽
聞，為培正人所不恥的大事件。那就是1998年，梁尚立藉

着身為廣州培正校董會董事長的身份，以權謀私，竊取培正
校名及校徽的註冊權。又在香港以影射培正的方式，註冊成
立〈香港培正教育基金有限公司〉騙取校友捐款，發展屬於
梁氏父子壟斷的私立培正商學院（現改名廣東培正學院），
盜名欺世。全球培正校友聞訊，十分震怒，紛紛撰寫檄文，
函電紛馳，實行全國共討之，全球共伐之。我忝任香港培正
同學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也有機會參與爭取校名回歸的活
動。在長達九年的〈爭取校名回歸〉的訴訟中，培正母校校
董會，穗、港、澳培正校友會以及全球校友，以培正人愛母
校的紅藍精神，不屈不撓，進行持久不懈的抗爭，特別是
1966年級皓社顧明均同學，出錢出力，奔走港、穗、澳三
地，親自指示孖士打大律師，面授機宜，布置戰鬥。
本來梁尚立等人在開始搶註校名的勾當中，作了一個十

分錯誤的估計：培正一無財力，二無有力組織，難以支持曠
日持久的法律訴訟。而商學院積累資產數億圓，每年盈利數
千萬，財力雄厚，加以僱用狀棍，為虎作倀，寫出歪理連篇
的〈調查報告〉，製造輿論，自以為得計，又何其毒也。
在這場爭取校名回歸的較量中，許多校友不謀個人私

利，一心只為保護母校的尊嚴和權益，這就是培正人一心愛
護母校的情意結。
作為本文的結尾，謹綴楹聯一副，以祝賀我們的母校建

校120周年華誕：
百廿載，慘淡經營，培育英才，喜迎環球桃李；
跨世紀，披荊建校，正匡軌道，齊頌上主天恩。

【編按】本文榮膺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中文比賽（香港賽
區）公開組冠軍。揭曉後，有校友查詢冠軍文章題目及內
容，本刊特予公開發表以饗讀者。

小六望劉俊希及小三善劉政希同學代表香港於五月
十三日至十七日前往馬來西亞，參加「21st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 
Asian Young Inventors Exhibition 2010」。劉俊希同學
參賽作品共有兩件，分別是Safety Cutter及Security 
Window Fastener 2010；而劉政希則以Green Bottle參賽。

劉俊希（左）發明的安全鎅刀及安全窗撐和弟弟劉政希（右）
的環保唧唧樽均膺金獎

衝出香港 勇奪科創大獎

在三天的展期中，兩人需要以英語、普通話或粵
語，向評判、參觀者及其他參賽者介紹其作品。結果三
份作品均獲得金獎，而劉俊希同學的Safety Cutter更勇
奪中、小學組的大獎，獲得Best Young Inventor的殊榮。

劉俊希同學介紹獲得最佳青年發明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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