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體合照

場上健將

左起：梁錦琪夫人、區瑞華教練、梁錦濤合照

因紀念梁
錦琪同學（54
匡社）對乒乓
球和培正同學
的熱愛，又蒙
會長孫必興同
學（57 輝 社 ）
和鄧國謀同學

（55忠 社 ）的
策劃與安排，
在八月二十七

日星期六舉辦了第一次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友誼賽，在
Burlingame市半島乒乓球會舉行。這是要接上和推廣錦琪同
學的願望，就是盼望同學們以乒乓球會友，強身健体，加
強乒乓球的技術水平，甚至發揚錦琪同學的長膠專長絕技。
據錦琪同學對長膠技術的研究心得，因長膠的顆粒較長，能
將對方的來球旋轉改變成相反的方向，並且長膠的回球常是
飄忽和無力，讓對手不慣而無所適從，回球時也不容易借
力，以致對手不容易發揮出個人的技術水平。當對手開始習
慣這種打法時，恐怕比賽已完，勝負已定。錦琪同學常用這
種長膠技術戰勝無數比他技術水平更高的對手。錦琪同學不
但對膠皮和底板的選擇設計獨到，對練球方法和制勝之道也
不斷有研究和創新。錦琪同學常參加公開比賽，常是五十、
六十、七十歲組的得主。

是日來到乒乓球現場的大概有三十五至四十位，包括培
正同學並家屬和錦琪同學的球友。錦琪同學夫人和兩位公子
及其家人、錦琪弟弟錦濤均來到現場與眾同學一同歡樂，並
贈送錦琪同學愛好的乒乓球底板、膠皮、乒乓球和紀念品給
到會球員。不少同學帶來飲水和各種食物。大概有十五位在
球台上施展乒乓球技術，培正同學中亦不乏高手，如何平東

（52偉）、李偉方（56瑩）、黃維廉（59光）、黃伯熙（60正）、
袁慶和（65耀）、周榮超（67恆）等，均非等閒之輩。幾位同
學嫂夫人亦不甘示弱，大顯身手。加上數位與錦琪同學相

熟的嘉賓球友，打得不亦樂乎。比賽有分單打和雙打，又有
接受區瑞華教練的指導，得益良多。另有一位正社同學林鼎
彝，既是錦琪好友，也是乒乓健將，可惜這次沒有出招，令
我們對他的球技難以估量。感謝神，玩乒乓球時讓我們想起
錦琪同學用長膠比賽時讓我、國謀和國謀夫人想起錦琪同學
的指導和制勝之道。願我們繼續有這種乒乓球盛會，也感謝
各位同學和朋友的參加。

為紀念梁錦琪校友辭世，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於二零一一
年八月廿七日下午二時，在加州 Burlingame 市半島乒乓球
球會舉行了一次『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友誼賽』。此次活
動是梁錦琪夫人施鳴玉女士為了紀念錦琪生前對乒乓球的熱
愛，對母校及同學會的關懷與支持而捐贈美金一萬元給同學
會作經費，由會長孫必興和鄧國謀學兄籌劃而舉辦的。參加
此次活動人數近四十位，踴躍非常，把半島乒乓球會塞得滿
滿的。

可惜錦琪同學走了，如果他能看到今日有這麼多他生前

的培正球友因他而走在一起乒乒乓乓，相信他一定會感到安
慰。「灣區培正校友乒乓球長膠幫」（這是我給他們的稱號。）
因他多年的努力已由獨行俠而演變成一支有影響力之隊伍
了。整體實力也從倚靠偷襲不習慣怪膠性能的對手壯大到
無須靠「武器」也敢與自己水平相近、曉打長膠的對手硬拚
了。這是錦琪同學的功勞。由於他對乒乓球熱愛和對長膠使
用的堅持，最終讓他從千頭萬緒中摸索出結合他的年齡之乒
乓球打法。

打球誰都想贏，想贏就要有過硬的技術，特別是對基本

從 三 藩 市 培 正 同 學 會
『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友誼賽」談起

乒乓球大會乒乓球大會 朱啟鵬（1957輝社）

林鼎彝（60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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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勤社野餐歡聚廣州勤社野餐歡聚 周雄耀

功方面的要求，缺一不可。只要弱點稍暴露，聰明的對手就
板板對著這點打，像蒼蠅釘著傷口一樣，想躲也躲不開。如
果我們還年輕，就算手法、步法、身法，難過登天，我們這
班經由培正木人巷打出來的，大概也不會被嚇倒。但如今連
上落樓梯都要緊握扶手時，還要苦練併步、跨步、交叉步、
側身步，苦練發球、接發球，苦練正反手拉打點擋推、搓
削撇放擺，握直拍的還要苦練推擋側身扑右……等基本功。
這簡直是把我們拒於乒乓球門外了。錦琪校友厲害就在於面
對這些對我們這把年紀無法跨越的種種體力上、技術上困難
時，他想出以怪膠來彌補沒有扎實基本功仍能在某種程度上
贏球之竅門。為愛好乒乓球的耆老校友大開方便之門。加上
他對長膠打法的宣揚， 一批本來只是想找機會鍛鍊身體，但
又怕運動量太大的校友，就被組織了起來。大概現在以鄧國
謀、朱啟鵬學兄為首的，我稱之為「灣區培正校友乒乓球長
膠幫」就是在他這個班底的基礎上組成的。

灣區乒乓球圈內，以前根本聽不到培正這名字的。現
在培正校友長膠幫卻成了一股在1300分-1800分之間具有影
響之力量。他們像把關的衛士，凡想闖關而又不諳曉破解長
膠之打法，遇到他們就像鬼見愁一樣，被他們的吸轉大法打
得暈頭轉向。多少青少年選手與乒乓球愛好者徘徊在此關卡
經年，也找不到破解之法!他們也許不是稱霸武林的高手，
相信他們愛和平多過做霸主。在我們這把年紀，還能打到 
1300分-1800分之水平，已經很好。既能得到贏球的快樂和
強身健體的雙料回報，收與支應當是平衡了。

也許補充一下有關乒乓球 Rating的算法，對大家了解我
們校友長膠幫的位置有所幫助。簡單來說，以美國乒協名義
舉辦的比賽計分方法如下。未經美國乒協認可之比賽不算在
內。

Rating 低的贏Rating 高的就加分， Rating 低的輸給
Rating 高的加分很少甚至零分。加多少或扣多少，視乎對手
間Rating之差別。一場比賽最高可以贏50分或輸50分。

各人的Rating 與真正水平大概如下：
初學者大概在900分以下；下中1000-1200分；下上1200

至 1400 ;中下1400-1600; 中中1600-1800 ;中上1800-2000 ;上
下2000-2200 ;上中 2200-2400 ;上上 2400-2600。世界水平大
概是2600- 2900左右。3000是滿分。

認識錦琪校友於九十年代後期，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培
正老大哥，我在柏克萊乒乓球會幫忙財務收支。錦琪校友經
常參加伯克萊乒乓球會每週一次的循環賽（round- robin） 。
當然大家都是黃面孔，又有廣東話和乒乓球做我們的共同語
言，很自然就成了非常談得來的檯外球友。

錦琪是怪膠主義者，我是反膠主義者。他相信怪膠可
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贏球，贏球會增加打球的興趣，無形中
促使人運動，更愛打球。我主張先練好基本功，靠真功夫贏
球，一勞永逸。

我們之間的分歧，純屬主觀的個人愛好，正膠與怪膠
絕對是賽場上的合法器材。 正膠與怪膠的爭論不是由我們
開始，相信以後也不會停止。但唇槍舌劍都無法決出勝負之
後，結果必然會導致一場「友誼」比賽。

我去柏克萊球會主要是帶兒子打球，每週一次的循環
賽（round- robin）我是從不參加的。所以他常好奇地問為何
來了也不打球?要不要來一次友誼賽？錦琪校友是那種敢把
皇帝拉下馬之player，他不怕輸，但極想贏的一類。按照中
國挑選球員之標準，他是屬於上上等的人選。他的心理素質
非常好。乒乓球是個人項目之運動，個人項目運動最要緊是
敢字當頭，比賽時裏外都要有一股殺氣。所謂狹路相逢勇者
勝，紙上談兵是贏不到球的。就算球技功夫上乘，對敵若非
勇往直前，空自眼明手快，到了決賽，手顫抖腳軟軟注定要
輸的。

我知道理論上他贏不了我，我也贏不了他。但要在球檯
上決勝負，我就無太大把握了，技術和體力方面，我佔些少
優勢。但實戰經驗他此我豐富，我甚少與怪膠對手打球，而
他平時的對手幾乎全是打正常膠皮的。上面已提到，他是以
戰國時代名將趙奢的思想武裝起來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之
對手。如果貿貿然應戰。不但檯上輸球，連檯下理論可能也
站不住腳了。人家司馬懿收到孔明送來的「巾幗婦人之衣」
也不出戰。何不按兵不動，以不變應萬變之策拖他?反正理
論上我站在正統的一邊，正統總是多數的，不戰而勝總比露
了尾巴好。

約在四五年前，錦琪老大哥與我最終還是有過一次真刀
真槍的塔山論劍（我家在屋崙Pagoda Hill）。他假借來參觀
我家練球房間的情形，跟我以點到即止的方式較量了一場。
幸好，我佔了天時、地利之優勢。無論場地、燈光、環境
都是對我有利的。結果他不要贏，我沒有輸，一比一握手言
和。拿著他送來的葡萄酒合照作為留念，記得他把照片上載
到網站，可惜現在已不知存放何處。近年因晚上開車不便，
已很少去球會了，雖然有時還在電話聽到他一如既往，每週
四至五次到灣區各乒乓球會打球，但我們之間談論網站的話
題遠比乒乓球多了。當蕭蔭堂在電話告知錦琪去世消息時，
我怎也不願相信，一位從不肯停下來，雖在耋耄之年仍像孩
童般渾身充滿活力，怎會接受命運如此的安排？

八月二十日，風和日麗，南灣的BLACKBERRY FARM 
內，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校友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夏季郊外
野餐。眾多校友遠道而來相聚，一片歡聲笑語，其樂無窮。
歡樂嫌日短，幾個小時的活動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參加野餐
校友開始陸續啟程回家。

但廣州勤社的同學卻興致猶在，神采飛揚地侃侃而談，
還不時傳出歡快的笑聲，歌聲。畢業幾十年後異地重聚，自
有說不完的話題，道不盡的回憶。

廣州勤社同學能夠在三藩市重聚，還得追溯到幾個月
前——在三藩市旅行社工作的劉肇穗同學在一次與王珍妮女
士（Ms. Jenny Wong）偶然的閒談中，驚奇地發現她的先生
竟是培正校友，王珍妮女士得知劉肇穗同學亦是廣州培正72
屆勤社校友，即熱情邀請參加勤社每月一次的茶聚，這促發
了劉肇穗同學找尋在三藩市來自同年代的同學的想法。在與
廣州的同學會聯繫後，成功地聯絡上散居灣區的同學陳小
芬、周雄耀，他們又分別聯繫上了張教偉、區翠儀、莫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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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鄺乃良（1944昭社）、孫必興會長（1957輝社）、蔡弄墨
（2004雄社）合影留念

等，於是便有了六月的午餐和這次八月的夏季郊外野餐。這
些同學72年畢業至今已39年，早已失去聯系，各散東西。
這次通過培正校友會這個紐帶，竟然在三藩市重逢，其意義
非同小可。正如大洋彼岸一位同學總結的：我們都是中國
人、加州人、三藩市人、灣區人。這是多難得的十個共同點
啊！

野餐期間，身材高大的孫必興會長過來與我們會面，另
是一番親切交談。

最後，在落日餘暉下，大家互道珍重，盡興而歸。
我們廣州勤社同學在高興之餘，衷心感謝三藩市培正同

學會為校友們提供一個互相見面，保持聯繫，增進友誼的平
台。同學會有孫必興會長、戚嘉慧副會長、周榮超理事等那
樣熱心的眾多學長鼎力支持，辛勤付出，紅藍精神一定會發
揚光大，持恆永久。

隨記隨想
不知甚麼原因，每當我沐浴於郊外的陽光下，就會想起

這首歌，不經不覺哼起來……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今天，當我哼到這裏、心慢慢地凝重起來、耳邊迴響

起這些天來的天氣新聞…熱浪襲人…洪水泛濫…中心風力
14級…。然而，今天在這裡展現在眼前的是：陽光燦爛，
秋風陣陣，小橋流水，人們歡暢。我不禁仰天自問: 「這天
公道嗎？」是我們這裏太幸運呢，還是那邊該受那遭罪！？
幸好，泳池邊的風車輕快的轉動，把我的視線轉了回來，樹
林下的校友揮手招我，把我從迷茫中，引回到這風和日麗的
誘人景區。邁上木栱橋，望著潺潺流水，不禁脫口而說：
Blackberry Farm, We are coming back again! 然後，快步前去
和校友們打招呼。

一年一度的夏季活動 （其實8月8日是農曆的『立秋』，
秋天已來了），今天早就在會長、理事們和義工們的忙碌中
開始了，就等著兄弟姐妹的到來，望著他們忙碌的身影，內
心不禁湧出對他們敬佩感激之情。

我對在大自然的環境下，舉辦校友會活動，情有獨鍾。

大家自由，自在，開放，坦然，愜意。請你放目環視：陽光
下，和風中，綠樹叢，新知舊友，一檯檯，一堆堆，有坐
著，站著，圍著，拉著，扒著；有眉飛色舞，有手舞足蹈，
有竊竊私語，有朗朗歡談，有深深牽掛，有拳拳慰勉……你
有沒有想過，有一百多年家族史的培正大家庭，其紅藍兒
女相聚時，會談論甚麼？交流甚麼？我敢講：涵蓋世上所有
事！試想，眼前這一瞥，只不過是近百年來，遍布世界各
地，無數的紅藍兒女聚會的一點，只是滄海一粟！如果，誰
有能耐，收編出一套「培正野史」，又或是「紅藍兒女拾遺」
甚麼的，那將會是一部巨著！

我帶著「取料」的目的（因為，我答應會長，寫一篇報
導），亦夾帶點獵奇的心態（絕不是陰謀竊聽），到處轉一
轉，看一看，聽一聽……

首先入耳的是一段對話：
「我準備十月返廣州參加校慶。如有伴，就會去台山玩

玩，參觀一下台山培正中學。」
「睇你個樣，似有解囊嘅心意喎。」
「鄺兄雖唔算財大氣粗，但亦素有善長仁翁既美譽，實

在可敬可佩。」
這幾句對話，使我一下想到，黃啟明校長海外募捐，籌

款建校的豐功偉績……美洲堂、澳洲堂、古巴堂等等建築，
就是為紀念當年各地華僑捐款建校而命名。今天，我們也應
該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而盡一點力……

想著，行著，又被另一組對話所吸引：
「高佬，你而家退休賦閒在家，開心啦，你睇睇，發晒

福啦。」
「開心，梗開心啦，不過而家就周身唔得閒。」
「點解？」
「係屋企做椰蓉囉。」話聲未完，就被一個女聲打斷。
「係勒，阿娥先幾日call我，話唔黎得今次聚餐，要求幫

個仔做麻蓉喎。」
椰蓉，麻蓉聲聲入耳，令我胃食諗到，我鍾意的椰絲

麻蓉軟餅，口水仲未流出，就被佢地一陣有「D」變了調的

2011年夏季郊遊有感2011年夏季郊遊有感

前排：區翠儀
中排：胡博裕、陳小芬、劉肇穗、王珍妮、梁小華、吳宣倫
後排：區敏儀、張教偉、高宇成、周雄耀

銳社林潤棠

12

各地同學會消息



野餐和燒烤區一角

笑聲所阻斷。我停下，腦筋急轉幾轉，方才醒悟，拍下腦袋
「真係懵！」不過，我還是祝福這兩位素未謀面的「高佬」和 
「阿娥」： Grandmother, Grandfather, Congratulations!

行到光社和銳社圍坐的長檯，只見好多人手上拿著一
份文件，原來， 銳社和光社計劃在明年舉辦一次活動——慶
祝小學畢業六十周年，手上文件是計劃草案。看來，他們
是等不及中學畢業的鑽石禧，先「嘆」下小學鑽禧的滋味，

「Good Idea ！」據了解，他們正在積極籌辦，已取得來自倫
敦、加拿大和香港等外地學友的支持，預祝他們成功！

此時，見有人在擺弄一張帶小圓板鋁枝架，原來，是一
張打開可小坐，摺合後可作柺杖用的兩用三腳摺檯。這時的
話題就帶點「涼意」了；「唉，而家老勒，行多兩步都難。」

「咪係囉，肥佬，原先話要參加今日野餐，前日打電話比
我，講佢對腳，痛到入心入肺，今日唔黎得啦。」一時間，
一陣惋惜、牽掛、焦慮、無奈、感嘆之氣息飄了過來……

幸而，此時有位校友帶來一對「學弟」夫婦過來，向大
家介紹：「這位曾生係來自『高鼻則』既家鄉——上海……」
對話幾輪，上海音、廣州話、國語交雜在一起，在這大檯上

「嘈」起來， 嘈完以後，我明白了，初時見這位曾生，是黑髮
紅顏，膚色光潤，中氣十足，腰直足穩，談笑風生，便以為
他是銳社的學弟，殊不知，他是1948 年建社的學長，足足
大過這班「馬騮」十年！慚愧了！他們從廣州母校談到個人
養生，十分暢快。 弟妹們最感興趣的是，他如何如此「後
生」？學長傳得「後生」的秘笈。「樂觀開心，不論人生之路
是順境或逆途，你都要開心，要從心裡笑出來。」看來，這

「後生」功不容易練，有無容易的捷徑。「有，學長又再教一

招……『水功』。每天八大杯白開水， 保你容顏不易老！這班
馬騮仔馬騮女，記得啦，堅持才能成功！」

這是一次十分開心的見面，雖然很短暫，但會記得好
耐。不論來自不同的級社，或不同的地區，只要有紅藍兒女
相聚，就會有講不完的故事。

講到港穗兩地學友相聚的故事，就要數吳宣倫老兄了。
自07年第一次和他見面，知他是香港培正，又是銳社，就
更有親切感。每次活動，宣倫兄必到廣州銳社的社友間問寒
問暖，講東講西，還帶有番「生鬼」嘅議論。今天，吳兄到
來，又會講甚麼呢？講中學時，偏好理工科，忽視了語文和
歷史，似有「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之感慨。佢還
講，要發餘威，學多「D」歷史。講多「D」歷史，更重要係
記多「D」歷史。要知道，他老兄自細聰慧過人，如今，學
識淵博，事業有成，今日此論，必有所指。不知是不是吳兄
在經過了七十多年的人生歷煉，感悟到歷史沉澱的經驗教
訓，對人或對社會成長的推動力，更大於來自科技的力量。
遺憾的是，我生性愚蠢，當時未能領悟他的真正心意，未能
及時請教，可惜了。

無巧不成書，我們這邊講歷史，那邊就有人在問歷史。
問的是廣州培正在這六十多年的變化，校名的變遷。我想，
這個問題，是會問啞不少人。若要再深究這段歷史，理順這
段歷史，繼承和發揚培正的優良傳統，把培正事業辦得更輝
煌，這就要所有的培正人共同奮鬥，生生不息。捫心自問，
我不知道，我還能出多少力。但這個願望，仍存在我心裏。

只是，今天宣倫兄提出了要記住歷史，倒是提醒了我，
要為今次活動記點甚麼。記歷史要包含時、地、人和事件。

2011年夏季郊遊野餐在Blackberry Farm,Cupertino,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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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地點已有，人和事件呢?我想到了兩個「極端」的人
物——參加今次活動的校友中，最年長和最年輕級社的代表
人物。在會長的幫忙下，我找到了他們：最年長級社的是
1944 年昭社的鄺乃良學長，他來自加州Sacramento，最年
輕級社的是2004 年雄社的蔡弄墨學妹，她來自廣州培正中
學，三年前來美深造。

就這樣，這點歷史就定格在:於2011年8月20日，參加
B1ackberry Farm夏季郊遊活動，相距剛好一甲子的最年長的
44年昭社鄺乃良學長和最年輕的04 年雄社的蔡弄墨學妹在
Cupertino的陽光下相見。有孫必興會長和他倆合影留證。
這一點歷史，瞬間即逝，但它仍能見證紅藍兒女一家親的優
良傳統。這個傳統將永留在培正人的心中。

歷史是在不斷地總結經驗和教訓而獲得動力向前發展，
事物是在堅持好的與摒棄壞的過程中得到完善。明白了問題
之所在，往往就是繼續前進的開始。

在今天，這場令人歡樂和留戀的聚會裹，悄悄的發生了
一件令人十分惋惜的遺憾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午餐以後，一位老婆婆攙著一位老伯伯緩緩走過小橋，
東張西望，似在找人。三位銳社的學友，先後迎了上去，
開始了大家的對話，老伯伯先出聲問……「培正同學會的活
動，係唔係呢度搞? 」

「係。」「點解咁少人呀? 」「先前有好多人，而家大半人
都走了呀。」「活動唔係到5點鐘先至結束咩? 」老人家聽後，
深深嘆了一口氣，露出十分失落的神色。老婆婆亦露出倦
容，坐了下來。我們繼續和老人家交談下去，知道了來龍去
脈是這樣的：老人家是1949年堅社的徐學長。原計劃他們兩
人已經報名參加今次聚會。只可惜，日前心臟病復發，醫生
叮囑，戶外活動不能超過兩個小時，否則心臟負擔不起，血
液循環就會出大問題。而學長十分珍惜這次聚會，但又不能
全程參加，只好挑出3 點到5 點這兩個小時前來。因為，他
以為大家飽餐以後，是傾談的最好時間。

 「我好唔容易趕到黎，佢地又走了。」徐學長十分無奈
咁講，講完又再長長嘆了口氣。我們趕緊安慰他，說：「同
學會一年有三次活動，有好多見面機會。」「我知，年尾有
在康年的聚會。但係，以我的身體狀況，係無可能參加。」
學長輕輕搖搖頭回答。我明白，年頭和年尾搞的活動多在室
內，都不適合學長。今天的見面機會，與他失之交臂，實在
令人惋惜，一直在旁關照學長的「阿墨」，語重心長對學長

講：「你一定要保重身體，健康係最緊要。身體好了，就會
有機會。」

送走學長，望著老人緩緩離去的背影，我的心又一次沉
了下來。除了為學長難受之外，還因這件事情，在腦海里引
出一些問題和想法。其中，有感慨，有經驗，也有教訓。要
理清好它們，是以後的事情。現時，我想做的，就是建議同
學會，將參加今次活動的人數131人，增加他們兩個名額，
總人數為133人。雖然他們遲到了，未交錢，未食餐，但他
們帶著病體，一心一意地來到了。歷史的記錄，應有他們一
份。

後記心聲
心聲一：

我們留意觀察到，參加這次活動，以老人居多。我記
得，好多年前，馮啟異前會長，曾發表過一篇短文，名為

《新鮮熱辣》我記憶猶新。她說，當年統計，  由1982 年計起
的25 年期間，只有75人加入同學會。她感嘆：「我們與新一
代的同學失聯的情況非常嚴重。」就以今次活動為例， 60 歲
以下的壯中青年人，只有20多人。同學會真有步入老年化
的危機，真要引起重視了。
心聲二：

搞今次活動，佩服理事會的三招。第一招，是先集中搞
要集體參予的活動內容，時間掌握得更好，節奏更緊湊；第
二招，是戚嘉慧帶領手下一班伙頭軍，掌勺分菜，十分好。
建議以後多征募些伙頭軍，然後，兵分兩路或三路，這樣
做， 會有很多好處;第三招，是瓶裝水貼標簽，另加大罐飲
用水自行添加。此舉節儉又環保。非常之好。
心聲三：

若在活動中心處，播放些音樂，功夫不多，但全場氣
氛會熱鬧多。建議理事會，增置一套夠大聲的擴音機。現在
用的這套，太細聲，講左等於無講。須知校友人多勢眾夾聲
嘈。
尾聲：

參加今次活動的銳社學友，要我代表他們講：多謝你們
啦！各位理事會的成員和義工們。由於你們無私的奉獻，讓
我們又享受了一次十分舒暢，十分寫意的郊遊。

BLACKBERRY FARM , WE’LL BE COMING BACK 
AGAIN ！！

美國洛杉磯培正同學會

報告世界同學曰暨黃啟明故校長紀念堂事宜：
在9月10日中秋聯歡會之際，鄺文熾學長向我們報告世

界同學日將於明年2012年 11月23-26日在台山培正學校舉
行，屆時並有黃啟明故校長紀念堂落成啟用典禮，邀請各同
學踴躍參加。我們洛杉磯培正同學為鄺伯數十年來對母校，

黃文輝會長

中秋聯歡會：記趣及鳴謝中秋聯歡會：記趣及鳴謝
對世界同學之熱心深深感動。 許多同學覺得鄺伯在台山建
立培正學校，對世界培正同學會的偉大貢獻，為響應他在台
山建黃故校長紀念堂之勞，應盡我們的力量募捐一筆款項，
以表達洛杉磯培正同學之贊助和支持。該晚有許多同學舉手
表示同意這建議，但因當晚並非是議事之場合，故此將在不
久會向各同學再作報告及商討籌款之目標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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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賽，麻將比賽 中秋懷舊賞月歡敘：
洛杉磯培正同學會今年第一次慶祝中秋節。因為沒有前

例，未知用何方式舉辦至能吸引各同學之興趣，故此決定以
簡單家庭式晚餐、音樂和遊樂作初試。結果當晚氣氛非常愉
快，有好饌，有音樂，配合來賞月，有濟濟一堂的情調，最
後盡歡而散。

•8月28日乒乓球主辦人是唐安仁（1960正社）暨姑爺王
清瑞。比賽冠軍朱業成（1972賢社），亞軍劉煥文（1962旭
社），季軍唐冬明（1961善社）。冬明同學遠道從San Diego
來參加，實在難得，精神獎第一。

•9月10日早上11時至下午5:30麻將比賽主辦人是朱念
之（1961善社）及劉國焜（1964協社）。比賽以贏籌碼多得

獎：首名是江心敏（1955忠社），第二名是朱念之，第三名
是劉國焜。你們想他們是否有內定？精神獎是李美煥老師

（1944昭社），她不只從早上11時開枱一直打到下午5時半完
場，而晚上6時至10時仍在和我們開party賞月，真是難能可
貴!

•9月10晚5:30中秋聯歡會開始, 出席高齡學長有99歲
半的鄺伯-鄺文熾學長（1933奮社），100 高齡的黃張靈新（前
校監 黃汝光1927會仁社之夫人），魏奉盤學長（1940毓社）
以及李美煥老師（1944昭社）

•嘉賓有前嶺南同學會會長程達文先生夫人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孔麗霞女仕表演古箏：《平湖

秋月》及《漁歌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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