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三峽大壩壇子嶺留影 遊長江三峽鑽石號大合照

（一）序言
自從1989年銀禧加冕後，我們每五年便舉辦一次大規

模的重聚活動。轉眼間二十年過去了，又到畢業45週年的
藍寶石禧紀念的日子。今年適逢母校培正120週年校慶，對
我社來說，是一個雙慶的日子，當然要好好地慶祝一番。自
11月上旬開始，已有很多同學先後從海外回港，而展開我們
的重聚活動是11月17日至11月28日。
此「重聚活動」的節目十分豐富，包括10天的長江三峽

及廣西德天瀑布、桂林漓江遊；本社重聚聯歡晚宴及參加母
校120週年校慶活動等，節目一直到11月底才告結束。

（二）旅行紀聞
揭開今次重聚活動序幕的是為期10天的旅遊，行程包

括長江三峽、廣西南寧和桂林。在飽覽中國的名山大川之
餘，亦讓同學們有更多相聚的時間。

鄭文莊

第一天（17/11）早上九時，一眾同學齊集香港赤鱲角機
場，預備出發往武漢。在候機期間，當然趁機敍舊一番，歡
欣之情，溢於言表。不過個多小時的航程，已抵達目的地。
一出機場，便逕往黃鶴樓遊覽。
黃鶴樓聳立於長江之濱，蛇山之巔，相傳始建於三國

時期；後屢毀屢修，清光緒年間又被摧毀。現今的黃鶴樓
於1985年重建成。黃鶴樓堪稱很富文化色彩的名樓，千百
年來，騷人墨客常登臨，寫下不少佳作，最著名的是唐代詩
人崔顥的〈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李白的〈送孟浩然之
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
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道盡了黃鶴樓一帶的景緻。
參觀完畢，繼而享受一頓地道的全魚宴，飛仔更為每桌

加添烤鴨一隻。飯後，乘車往宜昌，抵達碼頭時，已是午夜
十二時，各人摸黑登上世紀鑽石號郵船。
第二天（18/11）早上七時，冒着凜冽的寒風，先到六樓

陽光甲板聽郵船導遊Jacky講述長江三峽第一峽——西陵峽
的風光。西陵峽全長七十餘公里，以灘多水急著稱。

早餐後，上岸遊覽三峽大壩。景區內的壇子嶺乃觀看三
峽工程全景的最佳位置，不僅大壩清晰可見，還能觀看到雙
向五級船閘，我們亦不忘在此拍全體大合照。
下午時分，郵船駛入五級船閘。進入第一道閘後，由於

要等候其他船隻，結果滯留了數小時；幸好郵船安排了學打
絲巾活動，接着又有中國書畫藝術展。到了黃昏，有船長歡
迎酒會。晚餐後，又有世紀鑽石同樂會，由遊船員工擔任表
演者。
第三天（19/11）早上七時許，郵船駛過第二峽——巫

峽。巫峽全長四十多公里，景色最為秀麗，兩岸奇峰競起，
怪石嶙峋。由於山高谷深，蒸鬱不散的濕氣沿着山坡冉冉上
升，形成時晴時雨、雲遮霧繞、山峰時隱時現，有如置身幻
境之中，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巫山
有十二峰，分列於南北兩岸，以神女峰最為著名。
早餐後，換乘觀光船遊巫山小三峽，即大寧河小三峽。

有人讚頌它「不是三峽，勝似三峽」。巫山小三峽以峰秀、
景幽、灘險、石美為其特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峭壁的
岩洞裏，有古代神奇的懸棺；在岸邊的岩壁上，仍可看到古
代棧道的遺迹。遊完小三峽後，再轉乘機動小船遊覽小小三
峽。
下午遊船進入第三峽——瞿塘峽。瞿塘峽長僅八公里，

氣勢和景色最為雄奇險峻。峽的西口處，兩旁的山陡削如
壁，雙峰欲合，如同一扇巨門，這就是著名的夔門，有「夔
門天下雄」之稱。
返回郵船後，部份同學自費遊覽白帝城。白帝城位於重

慶市東面的長江北岸，是三峽文物薈萃之地。城內收藏了許
多歷代碑刻書畫詩文，更是憑吊古代風流人物的故地，其中
最著名的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的故事。
第四天（20/11）早上上岸遊覽酆都鬼城，我們兩兩乘

索道而上。該城歷史悠久，被譽為「中國的神曲之鄉」，名
山古剎甚多，處處可見「陰曹地府」的塑像群，反映出中國
的神和鬼、天堂和地獄的觀念，集儒、佛、道民間文化於一
體。
下午，部份同學參觀中國水晶藝術展或學做川菜和包

餃子，其餘同學則在五樓娛樂大廳，一邊聊天，一邊喝下午
茶，這已成為我們這幾天的例行節目了。

協社（1964年級）畢業45周年藍寶石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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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男同學在重慶朝天門廣場留影參觀長江三峽工程模型全景

遊小小三峽

晚上，有歡送晚宴，船長在大廳門口與各賓客一一握
手，然後享用特別的晚餐。飯後，再有員工作文藝表演，是
晚郵船夜航至重慶。
第五天（21/11）一覺醒來，已身在重慶。八時三十分，

賓客離船。我們首先到朝天門廣場觀看嘉陵江和長江的交滙
點，繼而往鵝嶺公園參觀鵝嶺飛閣。該處為重慶最高點，二
次大戰期間為抗日指揮部，蔣介石曾居於此。閣內有珍貴的
歷史人物照片，亦有售賣各種工藝擺設。同學最感興趣的
是書畫，李振威大破慳囊，一口氣買了數幅掛畫。再下一
站便是三峽文化館，館內展出一巨幅歷史長卷畫〈千里三峽
圖〉。看畢，對三峽工程前後的變化有了更深的認識。適逢
卷畫作者劉作忠先生在場，他一一在我們購買的畫冊上簽
名，並與各同學拍照留念。
午餐後是自由活動時間。我們所處的地點是繁盛的商業

區，店鋪林立，有同學選擇逛超級市場和書店，有同學選擇
漫步於鬧市中。約一小時後，我們再齊集前往重慶機場，五
天的長江三峽之旅，至此亦告結束。之後，一部份同學先行
回港，另一部份續飛往廣西南寧，與另一批從香港前來的同
學會合，展開三天的南寧之旅。
後記：遊罷新長江三峽，很多人都覺得三峽風光不再。

由於水位升高，從前的崇山峻嶺，如今舉目可見峰頂；狹窄
的峽道和急流淺灘亦已盪然無存；江濱古樸的城鄉，很多不
是全部就是部份被淹沒，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高樓大廈，與
四周的自然風貌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但是，三峽工程發揮了
排洪、發電、航行等重要的功能，有得必有失，世事總是如
此。

馬民健

協社畢業四十五  南寧桂林六日遊
香港乘機往南寧  同學為我好安排
謝我教識個 字  二旁女生夾著坐
未曾出發已先    途中滿機歡笑聲
看到阿Ｃ坐窗邊  C 嫂躺下雙腳抬
放在阿 C 膝頭上  閉眼享受腳按摩
隨後一套修腳甲  再來鬆弛腳趾骨
按摩修甲再鬆骨  此套服務比我
後面梁卿何宇登  二人攜手相偎依
面帶微笑入夢鄉  快樂真是賽神仙
同學夫婦愛永恆  數十年來如一日
下機即往伊嶺岩  少數民族有表演
高歌一曲朋友頌  繡球拋給李曉篷
洞內岩石形狀多  變色誠如萬花筒
長江團隊晚間到  旅館大門列隊迎
倍感喜悅重聚首  徐競熙來握我手
笑著稱我劉應德  回句我是吳認得
舟車勞頓一整天  飯後回房即休息
二二前往青秀山  參觀名勝龍象塔
塔高九層甚壯觀  同學沿梯登塔頂
面不改容氣不喘  體力未見遜當年
居高遠眺心寬暢  一覽無遺南寧景
團友眾多分兩車  前後隨行往明仕
田園旅館有格調  正如渡假小村莊
乘坐竹筏順河遊  山丘河川美如畫
船家小妹唱山歌  河谷傳聲起回音
同學興致互對唱  好比歌劇劉三姐
上岸遊覽找背景  個人團體全上鏡
多部電影在此拍  一部酒是故鄉醇
再有茶是故鄉濃  協社今可拍一部
同窗情誼醇又濃  晚上無事找消遣
卡拉OK最適宜  同學濟濟坐一堂
輪流高歌共歡樂  十時怕會停熱水
回房享受熱水澡  可憐阿威吃壞肚
整夜不停上廁所  沖水力量真嚇人
震到牆畫跌落床  樓下祥哥正好夢
驚醒不知是何故  床上運動成地震
翌日至德天瀑布  公路窄狹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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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活動–廣西團由香港出發 協社女同學在廣西明仕田園留影

遊廣西明仕田園大合照 參觀南寧博物館留影

抵達沿路漫步行  兩旁擺滿小檔攤
邊行邊看夠逍遙  又買又吃好滿意
德天瀑布多組合  重疊並排成特色
行抵中越邊界碑  人群擁擠爭拍照
沿河小徑到飯館  雙腿雖累興致高
飯後出發回南寧  為防團友會三急
司機逢站必休息  如廁排隊不相爭
事後齊嘗鮮水果  先出後入有程序
行動一致好團隊  返抵南寧大酒店
倚窗而坐觀夜景  河橋縱橫燈閃爍
彩色繽紛走馬燈  迷人燈色難再見
二四南寧往桂林  部分團友先回港
晨間沿河觀市景  拱橋翠堤相映照
參觀廣西博物館  瓷器文物真精巧
吃罷午飯往桂林  團友一共四十一
乘坐豪華新巴士  不料中途車故障
導遊司機沒辦法  只有等候救援車
車上久候逾小時  團友自娛說笑話
無拘無束夠開心  不如意事難避免
來之安之無怨聲  同學修養真可嘉
車程超越六小時  米粉宴後即就寢
翌日先遊覽冠岩  岩內泉水可行舟
再坐客船遊漓江  船上午餐夠道地
湖光山色如仙境  忙著拍照留儷影
世外桃源精華遊  一葉輕舟轉一圈

大山小丘河上映  文物風俗仔細看
再往陽朔啤酒街  琳琅滿目小街市
路邊賣藝年輕人  同學對他甚賞識
排隊向他買ＣＤ  引發路人好奇心
紛紛止步看熱鬧  此情此景屬奇觀
可謂街景甲陽朔  晚飯未見姚念詒
急忙分頭四處找  有驚無險終找到
驚魂甫定始放鬆  飯後觀賞劉三姐
大型山水歌舞劇  實景演出很特別
只有特技無劇情  返抵旅館快午夜
走到四季青春店  同學一排十數人
腳底按摩消疲勞  翌日纜車上堯山
雲中遠眺臥佛山  下山遊靖江王陵
導遊簡介陵墓史  青龍白虎解風水
接著推銷賣貔貅  先是威嫂手頭鬆
繼而闊氣張壽玲  聲言要買高價品
心中竊喜售貨員  高級精品隨便挑
試看放在手心中  玉手輕輕左右繞
貔貅穩固如泰山  表示精品屬佳人
請回攜帶在身邊  健康快樂財源廣
吉祥如意保平安  社長亦不甘後人
兩個貔貅手中握  心開意解皆歡喜
導遊介紹柳州木  生時用冬暖夏涼
身後用百年不腐  幸他不開柳木店
否則訂單接不完  看夠食夠買到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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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藍寶石禧同學歡聚晚宴 協社藍寶石禧同學歡聚晚宴

逢廁必去亦排夠  桂林之遊到尾聲
猶記前次武夷遊  當地居民自誇言
桂林山水甲天下  不及武夷一小丘
如今兩地皆遊遍  各有千秋難定斷
桂林山水實秀麗  武夷景色亦稱奇
同是中國好山河  毋須彼此論高低
花絮感言胡亂扯  日後回憶博一笑
青春之旅今遊畢  老殘遊記未動筆
願老同學多保重  五年之後再同遊

（三）協社藍寶石禧聯歡晚宴 馬民健

二七協社大晚宴  假座澳門賽馬會
感謝李伯好安排  地點方便又堂皇
入門聽到歡笑聲  三五成群舊同學
互相問安同話舊  文氣十足張鐵屏
分發個人精心作  談論健康人生觀
金玉良言願記守  短跑健將封培恩
畢業以後未相見  容貌依稀如往昔
只是步伐已放慢  見到高松頗意外
初中時代同寄宿  四十八年未相見
當年泰國阿飛哥  今朝莊重又正經
頭髮濃黑無改變  令我羨慕兼妒忌
首次出現伍瑪娜  有如上天降嗎哪
夫妻隨和且融洽  模範姑爺值讚揚
歸隱復出張壽玲  全部活動都參加
現在定居夏威夷  優閒舒適享人生
久違同學好幾位  未能一一記下來
眾人只顧不停講  遲遲未有意入座
筵開八席不夠坐  只有每檯加人數
菜式精美飽口福  邊吃邊談樂融融
中學時期未交談  今夜言笑如親人
全無一點隔閡感  培正協社一家親
社長宣布要辭職  社友嘩然感驚訝
勞苦功高彭守柱  籌劃旅遊及聚餐
為表謝意贈禮品  威哥挑選有用意
一座玉雕猴子群  母猴昂首向前跨
成群小猴纏在身  母猴乃是彭社長
猴群代表協社友  全賴母猴做領隊
任勞任怨能辦事  那管社長是雄雌

為要扶助彭社長  委任二位副社長
原有資深溫賀強  再加新任徐競熙
社長溫副再徐副  有條有理皆放心
信任支持受感動  社長回心又轉意
全體社友鬆口氣  樂隊演奏無歇息
歌星接力馬拉松  但見舞客一大群
俊男富女一對對  妙曼舞姿像表演
舞林高手眾同學  不甘示弱齊出場
招數出盡較高低  舉手扭腰又擺臀
花樣百出滿場飛  還有同學好歌喉
樂隊伴奏夠架勢  載歌載舞喜洋洋
笙歌妙舞人陶醉  只嘆良夜不久留
當年畢業均未婚  今朝子孫已成群
感慨時光不能留  瞬間一代接一代
任重道遠彭社長  謝您接受終身職
日後祈望再效勞  協社歡樂大團圓

（四）協社45周年社讌及
   培正120年校讌 梁 興     

前序
培正創校百二喜，巧逢協社藍石禧。
社長一呼百應和，大家聚首香港地。
國焜負責南加州，大頭包起Frisco  Bay。
加國全靠謝大山，美中有個振威李。
檀島女郎張壽玲，忽然來電我屋企。
話佢45年冇出現，怕到時候冇人理。
我快聯絡佢老友，曼蕾穗儀梁美美。
三位雖俱欠「巨峰」，竟拍胸膛說包起。
東岸遵光問梁興，知否培恩會出現。
冇咗聯絡幾十年，最後見面何文田。
還記當年跑道上，時常食佢尾後屁。
如果今次踫返面，唔知佢係瘦定肥。
一於約好眾社友，執埋包袱上飛機。

協社社讌
協社45週年讌，設於上環碼頭邊。
入去碰到封培恩，面容依舊size稍變。
壽玲穿梭同窗間，全無半點生疏見。
單人匹馬張鐵屏，五行獨欠糯米娟。
分派佛偈給眾人，教人保持體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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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藍寶石禧同學歡聚晚宴 協社藍寶石禧同學歡聚晚宴

穗儀考我記憶力，專揀女生給我辨。
婉蘭瑪娜好容易，皆因見過五年前。
輪到慧貞我窒住，稔到old man先攪掂。
趙雯梅雅較熟落，曾在美州見過面。
稀客寧宇譚文海，回港聚會首次見。
北加社友多踴躍，范甦劉璞李幗賢。
在港代表唔執輸，飛仔雞蛋劉趣蓮。
振威演講，謝彭操勞
社長回應，忽話唔撈
睛天霹靂，大壞消息
社友大家，齊齊哭嚎。
真情感動查理彭，卒之答應蟬聯做。
澳賽馬會，香港跳舞溫床；
音樂一起，舞師學生登場。
仔細一看，無pair老公老婆；
蛇仔Evie，代表紅藍爭強。

培正一百二十年校讌
培正創校百二年，機埸旁邊設校讌。
衣香鬢影貴賓敘，到埸賀客逾三千。
協社社友到會者，幾乎三個百份點。
當晚致詞嘉賓中，全是香港名人遍。
前輩戲王鍾景輝，後有財神唐英年。
善長仁翁多募捐，培正基金猛咁添。
協社為報母校恩，小學課室一間捐。
一聲「上菜」飯餸到，睇錶已經過八點。
菜式雖非絕佳餚，總是好過上美蓮。
晚宴中途人呼我，抬頭原是梁遠健。
帶來真社廖約克，同佢好鬼耐冇見。
擁抱握手聚舊中，有人輕拍膞頭肩。
回首一看「有型」哥，舊人少奇突出現。
協社社讌社友聚，別社朋友校讌見。
等到夜晚十一點，卒之輪到協加冕。
社旗高舉齊操步，挺胸排隊上台現。
途中忽然有回想，還似舊時何文田。
清晨排隊上早會，聽吓蔡甦道理編（騙？）。
離校之時是青年，而家已經鬢如煙。
臨別之時齊約好，以後年年一定見。

（五）人物專訪：
鄭文莊、崔湛生

在活動曲終人散後，分別由鄭文莊同學訪問了「久別重
逢的張壽玲」和「千里迢迢回來的徐競熙」；另崔湛生同學訪
問了「負責統籌這次活動、勞心勞力的社長彭守柱」。
1）張壽玲：故友重聚，恍如隔世
多年以前，有位協社的姑娘，移居至太平洋的夏威夷群

島上，那就是張壽玲了。
自1967年離港赴法後，壽玲便音訊沓然。雖然她曾數

度因工作關係而回港作短暫停留，但也沒有和同學聯絡。直
至2006年，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她認識了梁興的太太；
自此梁興便以電郵和壽玲互通訊息，並告知有關2009年本
社有重聚的活動。
2007年11月，壽玲回港奔喪，順道飛往上海，與梁美

美見面；這是多年以來，她首次接觸的協社同學。
對於今次的重聚，她認為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善，她忘不

了同學之間的關愛，給她像家一般的溫暖，也特別感激同心
協力，把活動搞得有聲有色的同學。她發覺在所有活動中，
不單本社同學玩得興高采烈，連社嫂、姑爺們也全情投入，
實在難得。
其次，壽玲認為協社同學頂呱呱，不但學業成績佳，才

藝亦出眾，單看25周年特刊及40周年畫冊，便是水準之作。
最後，壽玲祝福各同學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五年後，

她必再回來與同學們重聚首。
2）徐競熙：有同學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1977年，徐競熙應里約熱內盧某聯邦大學之聘，遠赴巴

西教學，從此在該國落地生根。巴西距香港約二萬公里，從
巴西來香港，首先要飛往巴黎，再由巴黎轉機至香港，兩個
航程共需二十多小時；若加上等候轉機的六小時，便要兩天
的時間了。
自中學畢業後，相信沒有多少同學知道競熙的消息，

直至2004年，他收到彭社長的親筆信。雖然是短短數行，
卻牽動起他的情緒，令他渾身發熱，昔日同學的面孔，一張
張浮現在腦海中；於是他馬上覆電社長，表明必定回港參加
四十周年的重聚。然後他向系主任道明原因，申請放假一學
期。系主任表面上不說什麽，卻可看出他是半信半疑。但由
於競熙是利用累積假期，申請終獲接納。
到了2009年，競熙又再次申請放長假，因為同事們曾

閱覽過他的四十周年畫冊，故申請很易獲准。
今次是第二次回港與同學重聚，心情踏實得多。首先，

他拿出二十五周年特刊，把同學的姓名逐一記住。誰知在港
臨場發揮失準，「張冠李戴」。筆者在此進一言：同學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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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弄清，教授仍須多努力。一笑！
在連串的重聚活動中，競熙感受良多，第一，他預期今

次的活動定會較上次更具規模，更為精彩，果然不錯！長達
十天的旅程，水陸兼備，範圍包括長江三峽及廣西南寧、桂
林，參加人數多達七十餘人。其後又有本社畢業四十五周年
晚宴及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大公宴；後者筵開近三百席，
參加人數達三千餘人。第二，他認為集體旅遊是從前在培正
生活的延續和補償。「咪家一族」，終日埋首書中，那有閒情
逸致去結交同學；尤其在五、六十年代，風氣較為保守，
同班的男女同學，雖同窗數載，有從未交談一句半句的不足
為奇。如今透過各種的活動，特別是旅遊，同學之間及班與
班之間的隔閡都被打破了，大家情如手足，融成一個協社大
家庭。第三， 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手執社旗，返回母校參加
一百二十周年校慶典禮，看到小學生的步操表演，那些可愛
的面孔，觸動了他的心靈，不禁熱淚盈眶，想到「長江後浪
推前浪」，這班未來的主人翁，將要負起薪火相傳的重任，
將培正的傳承延續下去。第四，彭社長盡心盡力，不畏勞
苦，統籌全局，務求把事情做到最好，精神可嘉，競熙要說
聲多謝。
競熙返回巴西後，將會抽空遊歷亞瑪遜河，巴西濕地、

秘魯的印加文化遺址及阿根庭南部最接近南極的基地，搜集
每一地方的旅遊資料，供同學參考，希望同學們有興趣到這
些地方作生態旅遊。
最後，競熙祝願各同學身體健康，勿忘五年後再重聚於

香江。
3）負責統籌這次活動、勞心勞力的社長彭守柱
我社的藍寶石禧重聚活動圓滿結束後，為了探討此次活

動的原動力、統籌過程及作出總結，筆者特採訪了社長彭守
柱。
我問彭社長，是什麽觸動他籌組這次重聚活動的？他說

緣由是2004年12月，在本社40周年重聚活動完畢後，他與
吳慧君、李幗賢和張靜群在一次茶聚中，這三位女同學均表
示對40周年的活動十分欣賞，使她們可與海外及本港的同
學重聚，令彼此更為熟落，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她們建議
社長應繼續舉辦此類活動。由此使他感到，同學分別多時，
可以重聚，除為他們帶來歡樂外，又可加深聯繫，是很有意
義的事。此外，社長2006年到美國羅省參加首屆「世界培正
同學日」時，與三十多位美加協社同學聚首，他們亦要求社
長籌辦此活動。加上2007年我社決定籌款捐助母校重建工
作，而捐贈儀式會於2009年11月慶祝培正創校120周年時進

行。2009年是我們協社畢業45周年的藍寶石禧，欣逢培正
創校120周年紀念。我社仝人為感激母校培育之恩，特別以
小學一課室用協社命名方式捐獻港幣27萬元予母校作擴建
校舍及更新教學模式之用。基於上述的原因，本社決定籌辦
這次離校45周年的重聚活動。
在訪問彭守柱時，他告訴我們最早的籌備工作由2008

年9月開始，並於10月組成包括海外各地協社同學的籌備委
員會。接著我問社長，籌備工作何時開始最忙碌？他說由
2009年8月開始忙碌。在此段期間，各地同學紛紛來電郵提
問，每天多者有十餘個。又要選擇旅行社。我們選擇旅行社
是以誠信、價錢、服務質素為衡量準則，結果選擇了康泰旅
行社來承辦這次旅遊活動。同時，社長透露籌備工作最感為
難的是安排行程，因為許多景點同學多已去過，很難迎合眾
人的需求。決定了旅遊行程後，便接受報名及收取費用；又
要向同學會訂大公宴的席位。最後，還要策劃11月27日本
社聚首活動的聯歡晚宴的地點與形式，所以是挺忙碌的。
在問及社長對這次重聚活動的感受時，他說在籌備45

周年活動的過程中，與各地同學電話、電郵的交談，得知他
們熱切期望此次聚會。無可否認，籌備工作頗費時，又要耐
心去回覆各同學的查詢，工作很瑣碎，偶然會遇上意想不到
的難題；但因得到各地籌委的通力合作，各同學的諒解及支
持，結果活動能順利完成。
在整個重聚活動中，不論是旅遊或聚餐，社長都有參

與，使他體察到同學們聚在一起，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很投
入，使他也樂在其中；很多時還被一些同學的鬼馬舉動，弄
至笑出眼淚來。亦使他不禁回想到1989年的銀禧加冕，甚
至追憶至中學時代的校園生活，仿似是中學時代的延續；而
此次雖約有10位同學因事未克參加，有74人參加；否則，
可創下參加人數最多的記錄。
最後，我問社長有什麽希望？他說希望各同學珍惜健

康，保持聯絡，能於2014年參加離校50周年金禧紀念，使
我們的黃金歲月，增加更多美好的回憶。他更希望不用再等
至2014年便可以有一次重聚的活動。
還有，此次45周年重聚活動取得圓滿的成果，他要多

謝各地的籌備委員，包括美東的陳兆初；美西北的馬民健；
羅省的陳文珠、劉國焜；三藩市的梁立智、黃雄熙；美國其
他地區的李振威；加西的李齊道；加東的謝大山、朱婉瑤；
香港的黃穗儀、鄭文莊、崔湛生、溫賀強。他特別要感謝溫
賀強擔任此次活動的收支財務工作，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來
處理財務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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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多謝協社的同學，沒有你們的踴躍參與和衷誠合
作，我們又怎會有這個滿載友誼、溫情的聚會？我們又怎能
在將近兩個星期中，大家互相關懷、熟落地相處，仿如置身
在一大家庭中！

（六）其他同學的文采

1） 相見歡：      梁榮發

滔滔江水向東流，黃葉飛舞又清秋，
今日聚首樂何如，明朝相送是離愁。

二○○九年十一月寫於香港

2） 和榮發學兄相見歡：己丑冬日   劉國焜

長江大壩斷水流，水清現底漓江秋，
名仕山莊浮竹筏，歡欣相聚散離愁。
                       

3） 讀民健、榮發、國焜學兄大作後感：  趙任君

龍門詩佛馬民健  維妙維肖兼風趣
多愁善感梁榮發  落葉流水動真情
生花妙筆劉國焜  創意和詩流秋愁
錯過良機只恨晚  引頸待盼再五年
遙寄祝福賀新年  望君珍重心康寧

4） 讀國焜兄和詩「流秋愁」有感   馬民健

其一
拋磚引玉起源流         拋尊忍辱已幾秋
詩人墨客協社有         莫讓社長心發愁

其二
傑作看到眼淚流         意真情切有千秋
詩詞歌賦全部有         日後記載不用愁

5） 《搗練子》七首 曹寶耀
（鄭婉蘭夫婿、1955年級忠社社友）

 題目：長江三峽遊
其一

南來燕 北歸鴻  協社同窗喜相逢 
朝覽長江三峽水  夜夢巫山十二峯

其二
大壩起 機聲隆  石破天驚泣魚龍 
萬傾家園卧江底  兩岸域郭展新容

其三
大壩成 水電充  百萬移民應記功 
扶老携幼離家日  千年祖業變無踪

其四 
晨破曉 朝雲重  霧散雲收現奇峯 
燈影峽下留儷影  登龍峯前躍飛龍（註1）  

其五 
瞿塘峽 白帝宮  詩人墨客灑遺踪 
人傑地靈千載頌  喜見劉郎詩意濃（註2） 

其六
紅藍夢 四海同  別後重逢情更濃 
同舟樂道當年事  半閒古今話從容

其七
北歸燕 南飛鴻  酒盡筵散各西東
一聲珍重期後會  默祝同沐主恩中

註1）飛龍：指陳飛龍 
註2）劉郎：指劉國焜

6）協社離校四十五年聚會雜思：   劉國焜

一日、彭社長要求我寫離校四十五年旅行和宴會筆記。
推辭不下，又自知久未執筆、難以成文，故只答應寫數則花
絮。於是絞盡腦汁，寫了一些我所見所聞所感，並附上粵韻
打油詩數首以娛同學。不及之處，請多見諒。

＊ ＊ ＊ ＊

五年前我們協社同學在香港相聚乘船遊覽香港海景，
不料風浪大作，多位同學嘔吐不息，極為狼狽。於是提前到
大澳，在那裏遊覽和用膳。午餐後回到船上同學們已是驚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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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鳥，幸而平安回到東涌。是夜又到南丫島吃晚飯。其後到
武夷山旅遊五天：攀登山峰、品嘗名茶紅袍、乘竹筏遊九曲
溪。幾天內能與同學的閒談敘舊，極其愉快，同學間的友情
亦親切很多。有聯曰：「離校四十載、共聚香江，南丫、大
澳話當年；登峰八百級、同遊武夷，竹筏、紅袍慶重逢。」
其實這十多年來，有很多同學常有聚會。有時為了兒女婚
事，有時又為遊覽勝地。少則四、五人，多則二、三十人，
同學友情亦日益增長。
零九年十一月，藉着一百二十年校慶，又是協社離校

四十五年大日子，我們又在香港同聚並且到長江三峽、南
寧、桂林等地旅遊。這一次聚會有不少以前很少參加聚會的
同學。畢業以來我從未見過的有張壽玲、封培恩，見過一次
的有徐競熙、伍瑪娜、和趙雯。想起從前中學時候很少和女
生說話，現在男女同學有講有笑，不似從前的尷尬。
這一次旅途中經過一個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為主題的景

點。其中有一首陶淵明詩說他的生涯似是「陌上塵」「逐風
轉」，又要及時「得歡」「作樂」。這時就想到自己這四十多
年僑居美國，打過了七、八份工，住過六個州，也可說有身
不由己的感受。
詩曰：「九五年前畢業生，隨風吹轉陌上塵；今朝旅遊

同聚首，得歡作樂不後人。」

＊ ＊ ＊ ＊

同學中有徐競熙者、執教於巴西。由于道路遙遠很少和
同學接觸。五年前也曾參加武夷旅遊。這一次回港、一住就
三個月，所以這次聚會和旅遊，每一個節目他都參加。但是
由於地遠年久，很多同學的面貌早已丟於腦後。時有張冠李
戴之弊。第一次飲茶之時、他叫張壽玲為張靜群。以後有些
同學常去考他，每有一個新到的同學就問他這個是誰。於是
他就努力溫習這次的旅行名單。記着所有他還未見到的同學
名字。
長江三峽旅行那天、大家齊集於赤鱲角機埸。有些女同

學和社嫂們又要考驗徐教授。找他去見金福同太太，並告訴
他這是我們的同學又問他還記得她是誰。教授當然不記得、
就使用邏輯推理。他知道去旅行而還未見過的女同學只有
一、兩個，這位女士高矮外型也和他記憶中的趙雯相若。就
毫不猶疑的答：「趙雯」，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須知趙同學乃
社中著名靚女、想小萍社嫂也不會見怪。
詩曰：「巴西教授樣樣能，年久地遠難認人；靜群帽子

壽玲戴，金家社嫂假趙雯。」

＊ ＊ ＊ ＊

我們住在美國亦常聽親友說及深圳是個購物天堂。這
一次回到香港就要到深圳逛一逛。一天、我們一行七人乘火
車到深圳去。各人都有一些收穫。一位社嫂買了數十條絲
巾，我就知道我們同學，社嫂，和姑爺中有不少大買家。他
們在長江三峽旅行中有買字畫的、也有買衣飾的。三峽之後
我們停留在重慶。導遊帶我們到鵝嶺公園參觀。這裡有一個
畫廊，內中有不少字畫。一個推銷員為我們介紹一些較有名
氣的國畫作品：有一幅幾隻馬騮在玩耍、很有趣；一幅葡萄
顆顆可吃的樣子、可以亂真；一個舞字寫得像跳芭蕾舞的女
子；又有一幅塞外賽馬圖；還有范曾的田園人物。結果如何，
可想而知。有詩曰：「三年可能未發市，今朝發市當三年。
鵝嶺畫廊時運到，協社客車在門前。」
又曰：「喜舞翩翩有維欣，葡萄亦得美美親；不甘示弱

威州客，競馬猴群又范曾。」

＊ ＊ ＊ ＊

這一次回港，除了返大陸旅行之外，在香港逗留了三個
星期。很多時與同學親朋飲宴，到過不少酒樓，吃過了不少
珍饈美味。聽說現在有新式的點心在灣仔船街，於是食指大
動。這裡的點心很特別：有鵝肝的小籠包、五花肉做的千層
糕及朱古力湯圓等等。非常好吃，同去的食物界權威祥哥祥
嫂也讚口不絕。
我覺得香港最好吃的是一般的小餐館。價錢平宜，食品

味佳。例如在我住的酒店旁邊有一個燒臘飯店，說是蔡灡介
紹過的，嘗試之下，那燒鵝確實一流。聽說灣仔有一麵包舖
有好的蛋撻和沙翁，連忙跑去試試，又是極品。此外還去吃
了雲吞麵、雙皮奶等等。最特出的是早餐：油條、白粥、腸
粉，還有菠蘿油和加奶油炕得很脆的豬仔包。這些都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詩曰：「想到香港口水流，奶油脆豬菠蘿油；沙翁蛋撻

雙皮奶，人生到此復何求。」

＊ ＊ ＊ ＊

李白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一次旅行長江三
峽，晚上我們坐船由宜昌出發西行。第二天早上我們已經到
了三峽水壩之前，登陸遊覽。同學們都各自找尋特出的景點
來拍攝這水壩的雄偉形象。毛澤東詞曰：「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這個在孫文〈建國方略〉中的
建議終於完成了。入蜀之道又容易得多，大概李白夢裡也想
象不到。亦有很多意見反對這水壩工程：百萬人口被迫遷
居、文物城鎮長沉水底，大規模改變自然環境；是福是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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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歷史自有定論。
午後回到船上等候進入水

閘。這一個水壩兩面的水位相差
約三百尺，船要穿過水壩要經過
五層的水閘。每一個水閘都有
百尺之高。水閘關後就開始加
水、船就隨水位而緩緩高升。當
水位升到第二層的高度，第二
個水閘就打開，船就進入第二
閘。如是開開關關五次，船就到
了水壩的另一面。晚飯後，我們
就到達了水壩之西，這就是以前
的巫峽，現在已經真的成了一個
大湖。
詩曰：「古來蜀道最艱難，三峽工程非等閒；五層水閘

導船過，平平穩穩到巫山。」

＊ ＊ ＊ ＊

這一次旅行最特出的一個地方是廣西大新附近的名仕田
園。這裡千峰競秀，翠竹參差，流水映帶。我們住的酒店有
田園風味，並且有濃厚的廣西少數民族的色彩。令人眼目一
新。同學們散步其中，拍照取景，其樂無窮。
我們又同乘竹筏，漂流於溪中。男女船家又對唱山歌，

歌聲高逸，山谷回應。於是眼看山光水色，耳聽山歌，真有
世外桃源之感。
有櫂歌為証：「田園情調身心寧，散步取景成儷影。山

碧水清流竹筏，男歌女唱訴濃情。」

＊ ＊ ＊ ＊

母校一百二十年的校慶大讌會在赤鱲角的博覽會埸舉
行。那天晚上，三千嘉賓同聚一堂，非常熱鬧。聽人說臺上
主禮的校友是前任港姐，又有人說這一個是香港的名流，那
一個是億萬富豪。對我這一個僑居美國的校友，就不認識香
港的名人。我卻知道校友中有物理諾貝爾獎的崔琦和數學菲
爾茲獎的丘成桐。
臺上有薪火相傳的節目，李振威代表協社高舉社旗，

傳遞火炬。又因這也是我社畢業藍寶石禧得登臺拍照。於是
協社同學排隊由李曉篷高舉社旗，帶領上臺。男生都穿藍外
衣，女生紅的，極為威風。並且我社同學集資以協社名義捐
助母校重建工程，藉着這一個機會舉行捐贈儀式。重建完成
之後，一個課室將以協社為名。

詩曰：「百二年前一學堂，校友環宇露鋒芒。崔琦物理
成桐數，培正榮譽滿香江。」
又曰：「培正歷史確悠久，甲子兩回今已周。三千嘉賓

同賀喜，薪火相傳遠謨謀。」

＊ ＊ ＊ ＊

回到羅省之後收到梁榮發同學電郵，得知他和同學相聚
之夜，詩興大發，見黃葉而詩，題名〈相見歡〉。
詩曰：「滔滔江水向東流，黃葉飛舞又清秋；今日聚首

樂何如，明朝相送是離愁。」
見了之後不甘讓他專美。又知榮發兄未能參加旅行，便

以這次旅游景點為題和了一首。
詩曰：「長江大壩斷水流，水清現底漓江秋；名仕山莊

浮竹筏，歡欣相聚散離愁。」

＊ ＊ ＊ ＊

那天我們從南寧出發到桂林去，這一段車程要差不多五
個小時。導遊為我們安排了一部新的客車，這車裡面設備完
善、乾淨企理，同學們都很喜歡。出到城外上了公路約半個
小時，客車就停下來，原來變速器壞了。導遊急忙求救安排
另一部客車，不過它要四十五分鐘才能到達。
就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的隊醫黃維欣就開始說笑話，雖

然有時趣味並非一流，同學們都聽得很開心。馬民健又用他
的急才作打油詩；無怪他稱為我社的詩佛。後來彭社長又講
述四十五年前社刊的故事，原來當時的副校長多多留難。此
外李振威，李曉篷，徐競熙和他的妹妹都有唱歌或說笑話助
慶。六個多小時的長途車程就很快的過了。
如今又以這一段車程為主題，再和榮發兄一次。
詩曰：「蛇仔笑話準一流，社刊歷史九五秋；民健急才

稱詩佛，旅車拋錨也不愁。」

＊ ＊ ＊ ＊

回想籌備這個聚會之時，電郵極多，眾議紛紜，各有所
需。例如感恩節是傳統的家庭時間，僑美同學未必能回港。
可知籌備工作並不容易。
三和：「出門應怕豬禽流，冬寒夏熱只宜秋；家庭團聚

感恩日，聚首無期惹人愁。」
最後、我希望各位同學能時常相見，並踴躍參加聚會旅

行。
再用榮發兄的韻腳，四和：「不管西飄或東流，不問夏

冬與春秋；能與同學重聚首，罡風吹散萬古愁。」

36

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