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3

3 3

光榮的培正，培正的光榮（十一）

梁尚立校友秘密註冊培正商標十年。培正中學與梁尚立
校友協商四年無效，經六年官司於2009年4月20日北京高等
法院終判撤銷梁尚立校友搶註之商標，按中國的法律二審已
是終審。

2010年5月1日香港七大報報導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廣州
培正正名勝訴。法院下令商學院須立刻易名並交代事件中得
益以賠償老校。

審結該案一年多，廣東培正學院有何變化，廣州培正中
學與廣東培正學院的歷史地位如何界定，校友和社會人士對
此案有何反映？據筆者所知，以供談談。

一.結案後的反映
1. 校友奔走相告 —— 培正校友之中，只有個別人支持

廣東培正學院的，絕大多校友都是愛護母校的，宣判的喜訊
傳來，校友相約慶祝。

2. 社會人仕評價此案 —— 社會人士的輿論綜合起來是
這樣的，梁尚立等人是社會上的頭面人物，梁尚立曾擔任廣
州市副市長，又是全國政協香港區常委，這些人正如趙本山
說：「不差錢」，做生意可以循正道追尋夢想，何必不擇手段
秘密註冊培正校名，梁尚立校友從政多年，理應明理，為何
晚年陷入國際性事件。此案審結之後應對廣東培正學院採取
懲罰措施，否則開了一個不良的先例。

3. 廣東培正學院的擁躉是怎樣說的 —— 這些擁躉對事
件不甚了解，他們的言論基本是一些循環覆制品，例如溫
哥華有校友說「香港培正同學會在搞政治」，又有的說：「雙
方在爭權」；有人說：「有人向商學院捐錢，沒有人向浸會
捐錢，固此醋意濃郁」：又有人說：「有人這麼積極參與訴
訟，是看到廣東培正學院的大量資產」。他們普遍認為香港
有個xxx發動群眾，又得到某些校友資助培正中學打官司，
按廣東培正學院的人士估計，他們財雄勢大，培正無錢無權
如何能和有錢佬較量。你們的判斷錯了，當今的世道雖然重
視金錢，但畢竟做人是要講點道義的，校友中出現個別騙
子、特務不足為奇，最終還是堅持道義者居多，即使沒有香
港 xxx，也會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你們連母校都不保護的
人，還指望你們保護國家利益？

還有一些話更是與訴訟無關，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受過高
等教育的。可見一個人的教育水平不但對道德意志沒有必然
的關係，跟辨別是非和心理敏感度也一樣無關。這是非不清
和官場太監心態，在接觸此案當中校友都是聽過的。

由上述可見，梁氏前往北京，秘密將培正校名註冊這行
為背後隱藏的目的昭然若揭，他們口口聲聲說保衛培正，承
傳培正文化。什麼叫承傳？承傳不只是一種學問的延續，又
不是爵位的世襲，承傳應該是一種理想的追求和人格的高度
的延續，像你們這樣偷偷摸摸奪母校的校名，從道德和人格
而言，你們覺得自己夠格傳承嗎？

4. 廣東培正學院的人怎樣看 —— 廣東培正學院敗訴之
後，學院內部及其擁躉以及某些中間派以為，此案乃是培正
內部之事，應循協商途徑解決，為何訴諸法律。持這種觀點
的人，要是不知此案的協商過程是可以原諒的，若了解協商
過程說此話者必有用心。此案一開始，省、港、澳培正中、
小學和同學會以及廣大校友，還有熱心培正教育的社會人士
先後與培正商學院交換意見，協商解決歷時四個年頭，你能
說沒有協商嗎？商學院主要負責人對待培正中學的態度依然
歷歷在目。

培正中學對此案訴諸法律，並不是培正中學那位表叔
（培正商學院的文字稱培正中學校長為表叔）個人的利益，
說得通俗一點，校長也是打工的一員，此案的核心是保護培
正的榮譽，維護集體利益，保衛國家文化遺產。愛爾蘭哲學
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de）說：「邪惡盛行的唯一條
件是善良者的沈默」。善良者對此案一定不會沈默的，協商
失效之後訴諸法律是必然的步驟。

現在介紹在廣東培正學院擔任領導十年的一位先生的
談話，他對於商標一案，相當了解，此案審結後他是這樣
說的「商標爭奪戰過分地商業化，本來都在培正大家庭，不
應該走到對薄公堂的地方，讓培正品牌弱化了」。他又說：

「雖然商標爭奪敗訴，但學校的名字是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
批准的，要改名就得認定原來的行政審批不恰當，這並不
容易。」他表示敗訴有損學校聲譽，但對生源不會有太大影
響。（文字見「香港培正通訊」第169期第7頁）

敗訴者和中間派人士承認廣東培正學院是培正教育系統
的一員，該領導所言商標爭奪戰過於商業化是指梁尚立校友
前往北京秘密行動，培正中學豈能由梁尚立校友等人差遣。

筆者認為，培正品牌不但沒有弱化，經此一案，培正品
牌反而強化了，大家看到培正人同仇敵愾保衛培正，這正是
光榮的培正，培正的光榮，相反廣東培正學院的的招牌弱化
了，大損學校聲譽，學員和教員會思考的，我校的董事長到
底幹了那些大事？我們問他學習什麼呢？在康熙、雍正王朝
這等教育部門的大案，當事人如何處理，電視劇不是已經告
訴我們嗎？

這位廣東培正學院前領導說對生源沒有影響，輿論說，
對生源和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一. 兩年內看不出結果，評論前景為時過早
廣東培正學院的前身是培正商學院，其成立與培正中學

和廣大校友支持是分不開的，如果廣東培正學院已經脫離培
正這個大家庭就必須改名。

二. 秘密搶註校名的戰略目標
培正中學與廣東培正學院的矛盾不是口舌之事，更不

是地盤之事，有些校友和社會人士對兩校的爭論實質不甚了
解，總是說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打官司呢？因此我們要多

弘社 梁民生弘社 梁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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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談梁尚立校友等人的戰略目標，此案經過十年的表演，根
據各方面反饋的情況，大致可將此案繪出一幅素描。

我們回頭看看梁尚立校友在1988年積極介入，作為東
山培正中學董事會（此董事會很特殊，沒有管理權，第七文
已說明）董事長時，所草擬的董事會章程，董事會職責包括
以下三點：（3）推薦提名或建議調動培正中學校長，由廣州
市教育局審批任命；（7）審議各界人士贊助資金，物質的使
用情況；（9）推薦華僑、港、澳學生及校友子弟回校升學，
條件成熟時辦華僑班。

如果梁尚立校友所草擬的章程成為事實，那麼梁尚立的
權力超過廣州培正中學的黨委，梁尚立校友等人將廣州培正
中學的人事、財政和招生工作一把抓這不等於奪了共產黨的
權力。梁尚立校友可草擬的章程立刻引起政治敏感的人士的
警覺，但他（她）們只能靜觀其變。

具有政治目標的人，此計不行，一定另行設計，於是他
們另起爐灶，首先組織一批熱心辦學的校友，他們開始的設
計是以幼稚園、小學到中學一起辦，校名定為培正，地點在
花都市，實現這個計劃有雙重阻力，使用培正校名辦學一定
受到海外培正校友和培正學校的反對，第二重阻力來自花都
市，花都市並不會要你來辦中、小學，向梁氏提供優厚條件
是希望在花都市辦一所大專院校。

於是打着黃啟明校長的遺志這面大旗辦培正商學院，培
正人誰都不會反對，相反還積極支持，因為是培正自己的大
專院校，就這樣培正商學院煉成了。諸位讀者你以為辦培正
商學院是最終目標嗎？不是的，他們還是要辦培正中、小學
的，要辦私立培正，只有掌握了培正校名的所有權，誰反對
都無濟於事。

就在這個時候，各地辦分校的熱潮興起，有的地方利用
名校的招牌招生，引起培正中學前校長吳琦的注意，吳琦在
董事會上提出要將培正校名要註冊，防止別人使用辦校，董
事長梁尚立校友在會上反對議此事，根據當時的情況，梁尚
立說話毫不客氣。這麼重大的問題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董
事長一句話不議此事，有沒有提出為什麼不議此事詢問董事
長。

事實上梁尚立校友在大原則的問題上兩次表現出特殊的
態度已經引起政治敏感人士的警覺，但他們無能為力，例如
陳水扁的官員貪污瀆職，兼有走馬章台桑間濮上的韻事，即
使你洞察出微，由於缺乏監督的機制，你也無可奈何。

等到梁尚立校友到北京將培正校名註冊之後，真相大
白，正是薑越老越辣。將培正校名秘註之後，得意忘形猶如
成為皇位繼承人，你們可記得梁尚立校友等人當年在廣州培
正，在香港培正同學會說了些什麼話，他們興高采烈的態度
你可記得。

他們公開回答校友的解釋是「保衛培正」並說除廣東之
外，全國有27間培正，青島市就有一間，還有校友說廣州
培正是公立，政府明天就可以改校名，我們要保衛民辦學
校。所有這些經不起推敲的宣傳，完全是煙幕，他們的目的
只有一個，在取得培正校名的所有權之後，可以大辦特辦培
正學校，誰要辦都可以，請你交商標費，把培正學校的校名
當成麥當勞。

在他們頻舉杯慶賀勝利之時，剛好遇上廣州房地產低
潮，為了救市，培正商學院取得培正專利權之後第一單生意
是授權香港地產商李兆基先生屬下的地產公司成立社區學
校，這就是「教育救市」，這所學校命名為「寶華培正」，這

個校名十分古怪，任你如何解釋都是不倫不類，由此西關有
兩所培正小學。

寶華培正成立之日請來不少來賓，有人在會上講話，培
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言下之意今後要大辦培正，事實
已証明你們的用心了。

梁尚立校友已着手籌備辦學，但與梁尚立校友合作的幾
位熱心辦學的校友看到梁尚立的真正目的與及受到社會輿論
的壓力，先後退出梁尚立的團體，沒有退出的也和梁尚立校
友疏遠。這樣一來，盡管梁尚立校友手上拿着辦培正的專利
權，他無法登台表演，因為跑龍套都走光了，所以後期梁尚
立校友一味歎息，繼續辦培正不成並惹來一場失敗的官司。

三. 廣州培正中學申請校名註冊
我們了解到廣東培正學院聘請律師反對廣州培正中學申

請校名註冊。全國有十五萬名律師，每年以2000人增長，
廣東培正學院出錢請個代言人唱戲無關宏旨，我們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發現有共產黨員站在梁尚立校友這一邊的。

目前的社會輿論對梁尚立校友等人是很不利的，梁尚立
校友過去當過廣州市副市長，又是香港區全國政協常委，為
何會犯這種政策上的錯誤呢？走筆至此，想起有人說過：官
位再高並不能說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樣
不能說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我們上面介紹廣東培正學
院的擁躉們的言論，他們都是有很高學歷的，由此可知，學
歷高代表比別人多讀幾年書，但學歷並不代表能力，更不代
表其人有智慧。

梁尚立校友畢竟年長，知識老化。我們過去接受過工人
農民的再教育，梁尚立校友也應該接受再教育，那麼誰來擔
任再教育的角色呢？筆者摹地想起六十年前東山培正中學的
一段往事。

事情是這樣的，廣州市是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畢
業班弘社於同年12月借培道中學禮堂舉行音樂會為出版同
學錄籌款。1950年5月事隔半年，同學錄已經準備印刷了，
東山區人民政府張秘書（要找此人很容易，他的年齡比我還
年輕）於1950年5月17日和5月19日兩次約見弘社陳俊、鄺
維康兩位主編和廣告部負責人梁顯勝，三位同學，張秘書強
調出版同學錄是浪費，而且態度強硬，他說公開在社會上籌
款是非法的，叫我們具文呈報廣州市教育局請示聽候處理。
弘社二十多位進步同學集體退出同學錄出版取回照片。

解放後由於社會結構變化，當年我們無知，1950年6月
8日接廣州市教育局對我社呈文有了覆示，指示音樂會籌款
不能用於同學錄出版，經全體同學討論後6月28日將此款移
交給廣州培正中學新民主義青年團代為處理，當年青年團書
記林家豪是弘社同學，此君現居美利堅合眾國。

廣州市教育局是教育部門的領導，市教育局過去幫助過
我們這群無知的「馬騮」，六十年後，請幫助屬下單位一位
老人，告訴他，你錯了。

四. 廣州培正中學與廣東培正學院今後之關係
廣東培正學院的前身培正商學院，培正商學院是打着

黃啟明校長辦大學的旗幟，得到省、港、澳培正三校，海內
外培正校友以及熱心教育的人仕的支持成立的，這是不爭的
事實，梁尚立學長於2002年11月3日在「南方都市報」公開
宣稱，他辦學沒有錢，還要把自己每月的退休金貼進去。上
述事實說明兩個問題：第一. 廣東培正學院是培正教育體系
中的一員；第二. 成立廣東培正學院的前身培正商學院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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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多數來自與「培正」兩字有關。廣東培正學院目前的資
產，聽說是人民幣數拾億元，梁尚立校友說過辦學不是為了
賺錢，那麼請梁尚立校友解釋一下當年到處向校友籌款如何
演變成今天，有何妙算。

現在廣東培正學院對上述兩個問題是極力迴避的，梁尚
立學長到北京秘密註冊培正校名之後，1950級弘社幾位商學
院支持者發動捐款數萬元制造一座黃啟明校長銅像送給廣東
培正學院，銅像的底座有四面，有題字和歷史，曾有弘社人
叫我到九龍基督教墳場抄錄黃啟明校長的歷史，經我拒絕，
他們找到黃啟明校長的女兒，開始時她答應寫歷史，後來她
又拒絕了。她說銅像是你們弘社送的，你們想怎樣寫就怎樣
寫。

這座大銅像做好了多年，廣東培正
學院一直把黃啟明校長銅像放在倉庫里
冷藏，當年弘社人去學院訪問，校方還
到處問銅像放在那裡？廣東培正學院現
在不提黃啟明校長了，他的名字被人用
過了，如果把黃啟明校長的銅像豎在學
院內部，証明廣東培正學院是培正教育
系統的一員，這是廣東培正學院不願提
起的。

不論過去或現在，大家捐助辦培
正商學院的資金的運用是有人提出質疑
的，因為廣東培正學院從來沒有對外宣
佈外界的捐款的數目和使用情況，因
此，社會各界提出辦學團體有無將公帑
轉化成私人利益的可能性，眾所周知，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培正同學會公宴
會上，家長和孩子踴躍為培正商學院捐
款，你們公佈過嗎？

此案雖塵埃落定，但並沒有結束，
兩校之地位未能解決，此案永無結束之
日，廣東培正學院前身培正商學院向廣
大培正校友和社會人士集資之後，在海
外成立中國培正教育基金會，聲稱該基
金會擁有廣東培正學院的全部資產，這
間基金會的股東是誰？有沒有政府官
員，有沒有外國人，其政治背景是什
麼？這是大家所關心的。這些冠以國號
的公司，根據中國的法律一定要在國內
民政部門註冊的，在境外成立冠以中國
或中華的公司國內一律不承認。

培正人捐了錢給梁尚立校友辦學，
他現在不理會你了，但我們可以組成起
來向廣東培正學院討還公道，香港不是
有一個民間組織，叫做「軍票索賠」每
年向日本駐港領事館遞交信件要求賠
償，我們這一代向廣東培正學院追討，
解決不了留待下一代，一直追下去，年
年在報紙登廣告以示世人。

今後兩校的關係出現三種可能性，
誰說廣東培正學院改名不易，改名對廣
東培正學院是上策，你還不願意嗎？你
想點？此案非短期內可以解決，所以建

議廣州培正中學要將此案年年講，定一天為校恥紀念日，不
忘校恥，教育大家愛護母校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同時警惕
今後可能出現的野心家。

籌建培正商學院，與及後來參與秘註培正商標一案的幾
位校友，想成為創造歷史的人，但是歷史並不讓那些想創造
歷史的人那麼容易如願以償。有一位當代的歷史學家說過，
在中國歷史上共同創業的人大都逃不過「四同」的結局，這
四同是同舟共濟，同床異夢，同室操戈，同歸於盡。遠的不
說，就拿廣東培正學院的赤妮鎮，這是太平軍領袖洪秀全的
故鄉，你們不覺得這是歷史的巧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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