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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等等各種不同嘅書法，書寫十二副嵌字分聯，贈俾十二
位喺今次藍寶石禧出錢出力嘅同學，每一副對聯內仲有埋嗰
位同學個名和培正校訓添。合璧則為五古排律一首，題為皓
社頌。加燦唔單止話對聯完全唔識讀，連上面係邊種書法都
分唔出，陳樹衡你係得嘅。

.

藍寶石禧活動由開始到結束，每每有空閒時間，劉基和
同學一定佢塊私人珍藏嘅玉石出，解說一輪俾班同學欣
賞又增廣見聞；梁乃忠姑爺（葉嘉音）呢個談笑風生嘅講笑

話大師，週時喺旅途上加入唔少歡笑；鄺碧玲夫婿佛烈（土
生華人）再三做個免費專業攝影師；姑爺阿積（林翠玲）不
厭其煩咁過幾招佢嘅影相技術俾其他生手嘅同學……以上種
種，都係今次藍寶石禧夠哂成功嘅因素。今次值一百分，再
次借用蘇來坡嘅赤璧懷古結束今次懷舊，但願人長久，千
里共嬋娟。
尷尬面紅  語惶恐  請問你係乜東
意熱情濃  話無窮  口水嘥到心痛
六十人眾  雨絲吹送 女皇頭捱凍
爛皮鐵筒  亂批公婆蔣宋
故宮人流擠擁  日月潭台中
慈恩塔聳  別墅無踪  鄭成功  台灣明末孤忠
台南高雄 一路食平庸 母校重逢 盛宴情重 馬會留皓社頌

‧作者保留一切版權，唯培正同學總會月刊及皓社網頁例外‧

在剛社離校四十周年紅寶石禧重聚，是打從二○○六
年珊瑚禧後，我們心中時隱時現的願望。而願望的實現，全
賴數十年來任勞任怨的譚世英社長及多位辛勤籌辦的核心成
員。
第一次紅寶石禧籌委會議於二○一○年五月十六日舉

行。之後是數以十計的會議，海內外以百計的通訊，凝聚了
不少同學的力量，活動計劃漸臻完善。終於，在十月十二日
梁培堅代表我社出席同學會，討論在十二月十七日同學日的
禧典程序；十一月十三日籌委會上，通過了香港的活動日程
和細節。
同年十一月四日至六日在三藩市舉行的慶典揭開了一系

列活動的序幕。十一月四日吳淼垚與余劍平起個大早，接待
從灣區以外，遠道而來的剛社同學和家人前往北加州著名酒
鄉Napa.Valley，一行二十人參觀Robert.Mondavi.Winery。
遊罷酒鄉，回到下榻的酒店休息片刻，轉移陣地香滿樓

酒家，一面談天聚舊，一面守候陸續現身的同學。於是乎驚
呼聲連連，與久別重逢的同學激動地、熱情地、溫馨地一一
抱滿懷。是夜良朋歡聚共五十三人，美酒佳餚，樂也融融。
多謝楊永康的三藩市徒子徒孫醒獅助興，增添無限喜氣。
十一月五日中午大伙兒齊集許永達府上，品嚐燒豬全

體、中西合璧的豐富自助餐。感謝人不在心卻在的李景東，

他特意在Oakland訂購港式麵包（餐包、腸仔包、菠蘿包）
以饗大家口福。陳健兒的針灸講座著重實踐「明針明拮」，
岑志仁的經典懷舊電影講座著重神遊虛擬世界，相映成趣，
俱大受歡迎。
這一天許府做了大本營，王縑芬老師、師公伍耀炯教

授、五十四位同學與家眷浩浩蕩蕩從許府出發前往唐人街康
年酒家出席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大公宴。在會場裏很高興見到
張春煦老師和與本社很有緣份的鄺文熾老大哥。更巧遇任教
化學科張啟滇老師經常掛在口邊的孫必興學長（很好奇這位
學長有沒有時不時眼眉跳）。陳健兒恍如見到故人，立刻趨
前印証是否「酸必氫」。多謝蔡永松、Violet夫婦，不辭勞
苦，大老遠從香港扛來數大袋的「加冕制服」和紀念品。穿
上整齊制服的我們，列隊繞場一周時，不但十分耀目出眾，
而且也是出席人數最多的級社。獎品是：獨享舞台拍全家福。
筵席撤去的時候，並非真的曲終人散，還有後續：班師

回許府去。或聊天、或卡拉OK、或竹戰各適其式，直至天
露曙光。十一月六日香滿樓共進午膳後，離愁別緒上心頭。
縱有萬千不捨，還得依依惜別，期許再會。
十二月九日丹霞山三日兩夜遊，是首個登場的剛社香港

紅寶石禧紀念活動。不少海外同學接踵趕來參與在香港的活
動。接著張世安在十六日舉行家宴，熱情款待遠道前來的同

陳兆玲  李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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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全體籌委會成員。
十二月十七日同學日的活動更為緊湊。十一時我社在窩

打老道紫荊閣午膳茶聚，合共四席。久違的同學，初次見面
的社嫂和年青一輩，言談甚歡。飯後約下午二時，我們按節
目程序已在母校中學部G座一○三室集合，聆聽有關事項、
領取紀念品，穿上禧典服飾（藍或紅色的風褸），排列整
齊，一如畢業的那年、一九九六年銀禧加冕、二○○一年的
珍珠禧、以至二○○六年的珊瑚禧，站立操場邊的梯級上，
拍了大合照，新的一張……依然是溫煦的陽光，熟悉的笑臉
──更成熟了點兒。
典禮前我們參加母校老師及同學負責的校園導賞團。校

園內一草一木、一樑一柱，及與時並進的教育理念和設施，
處處體現了母校領導的遠見、師生的努力和歷屆同學的回
饋。今日學弟妹在德智體群美方面得到更為全面的的栽培，
令我們對母校百年以來在教育所作貢獻倍感自豪。
五時多我社共六十二位同學魚貫進入禮堂，安坐席上。

是紅寶石禧的環節了，司儀楊靜剛、陳兆玲宣佈典禮開始。
旗手梁培堅率領同學們上台肅立。我社敦請了李仕浣校長、
陳力行副校長出席，見証這難忘時刻，和我們合照留念。在
致送各項紀念品的儀式後，我們應社長建議，繼先前在音樂
室高歌後，再次在台上合唱校旗歌。當年校運會前我們連夜
縫製啦啦隊隊帽的情景恍在眼前，各人情緒高揚。
大公宴假倫敦酒樓舉行，我社佔五席。席間梁培堅捐贈

墨寶山水一幅拍賣，為母校籌款，最後社長以高價投得，誠
為美事。同學們言笑晏晏，爭相合照，至席終始揮手作別。
一日遊。我們漫步農莊內，觀賞草木蟲魚、摘草莓、

嚐農家菜、「嘆」港式咖啡奶茶。這邊廂，鄭大師為有興趣
的同學卜問運程。那邊廂，學問淵博的楊夫子興之所至，設
壇授學，上下古今文史哲，幽默風趣，圍坐同學登時如沐春
風。
是晚晚宴於九龍警察體育遊樂會合共五席。觥籌交錯，

共話家常。更有遊戲、抽獎助興，氣氛熱鬧。除社長和好幾
位同學捐贈豐富獎品外，梁培堅更厚贈珍藏墨寶數幅花鳥，
令與會同學讚嘆不絕，得獎者雀躍不已。
十時許，剛社禧典活動在感謝與歡笑聲中完滿結束。
這次各項活動的成功，全仗社長領導有方，籌委們任

勞任怨，廖寶新、黃志凌、林港生、張世安、梁培堅、陳麗
葉、梁錦濠、郭耀禔、史振達、蔡永松、許永達、陳健兒、
曹仲欣、吳淼垚、余劍平（恕未能盡錄）的鼎力襄助。

時光流逝，人生際遇無常，尚幸同窗情誼不變。一聲珍
重，期待五年後藍寶石禧團圓。

謝謝以下同學的參與

上集：三藩市剛社紅寶石禧慶典
大多數同學與姑爺、社嫂結伴出席，李樹成更是一家五

口闔府光臨，胡樹群則領弟帶兒攜侄出現，岑志仁夫婦懷抱
小女兒全程參與，李群芳有兒管接管送，總人數達六十人。
嘉賓：王縑芬老師、伍耀烱教授、
美東：鍾瑞容、梁友瓊、李樹成、岑志仁、
美南：陳健兒、劉鴻恩、王炎華、楊永康
美西：關敏儀、鄺翠薇、李群芳、梁愛德、岑雪玲、黃玉影、
歐陽文德、陳基業、張耀鴻、許永達、關頤賦、郭耀禔、馬邦
洪、史振達、曹仲欣、蔡永松、胡樹群、吳淼垚、嚴培人、余
劍平
加拿大：陳惠娟、趙麗誕
香港：張世安

中集：韶關丹霞山之旅
陳麗葉、鍾少芳、劉慧賢、李群芳、王愛邦、王沃秀、黃慧珠
與林姑爺、陳健兒夫婦、張世安夫婦、林港生夫婦、梁培堅
夫婦、梁耀燦夫婦、廖寶新、譚世英夫婦、曾慶年夫婦、任
正民夫婦合共廿五人

下集：香港剛社紅寶石禧慶典
除了各位姑爺、社嫂十分支持本社香港紅寶石禧活動

外，喜見已升祖字輩的外公（梁培堅）、嫲嫲（陳麗葉和鄭美
儀）有子、媳、女、婿、孫同行。
美國：陳綺華、湛兆莉、劉瑞瑤、陳健兒、車鎮濤、許永達、
郭耀禔、李景東、文綱、曹仲欣、曹品立、王炎華、余劍平
加拿大：何綺霞、黃慧珠、王沃秀
澳洲 ：劉淑娟、王端兒
香港：區美浩、陳靜儀、陳桂蟬、陳鳳美、陳兆玲、陳麗葉、
鄭美儀、鍾少芳、張淑廉、葉瑞芳、劉慧賢、李群芳、黃燕
群、戴婉玲、王愛邦、王業華、容偉明、歐偉文、陳重光、陳
秋錦、陳秋培、鄭振喜、張國勳、張世安、金智偉、甘達庭、
黎志基、林港生、李健心、李俊騏、李德海、梁錦濠、梁明
生、梁培堅、梁德明、梁子鋒、廖寶新、盧重晉、馬步榮、宋
立功、田文先、譚世英、曾慶年、徐樹荃、王名泰、黃志凌、
黃蔭成、楊靜剛、任正民

參加剛社紅寶石禧有感
黃美莉、馬步雲、黃志凌、何綺霞

（一）黃美莉感言
嗨，李群芳！
每天追看同學們的電郵,.真精彩！無奈因為要留在加拿

大做眼手術和術後不宜搭飛機，所以今次四十週年紅寶石禧
也不能回港，真的很不捨得，猶幸早託王愛邦預購了紀念
品，也可以有點補償。我會繼續留心各位的電郵，感受重聚
的喜悅。
拜拜！

黃美莉 16/12/2011

（二）馬步榮感言
致各位剛社學兄、學姊：
能夠在四十年後再次與大家相見，感慨良多。看見社

長及各負責人的勞心勞力，對每一件事的妥善安排和要求嚴
謹，同學們的積極參與和協調，以配合整個慶典及活動流暢
進行，真是非常難得。....
要知我們大都已是年過半百，但所表現出的活力，精神

及組織能力，並不下於現今年青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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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剛社紅寶石禧

綜觀上述總總，.本人深感身為剛社的一員而自豪，更加
上回校時得到校方的熱情招待並借出場地及工作人員使慶典
得以順利進行，充分發揮培正的紅藍精神，這正是培正中學
能歷久不衰，威名遠播的原因。
本人唯一引以遺憾的地方，是參加剛社的活動太遲。往

者已矣,.來者可追，.希望日後能多相見。
再者由於上國文科時並不專心，而畢業後寫中文亦少，.

如有「白」字請更正。.

不才.步榮隨筆 （藉以拋磚引玉） 21/12/2011

（三）黃志凌感言

同學們： 
因現實生活及自身經濟環境高低不同，各人為各自家庭

奮鬥，難得今次離校四十周年紅寶石禧相聚、暢談，大家共
享完全平等、沒有機心、利益衝突之兒時心態。
可以放下身段，呼吸、回想在校時調皮境遇，誠為我個

人人生中值得永載之記憶。
猶記眾位同學參觀母校現代設施，於小校友們演奏完小

提琴樂曲時，譚世英帶領我們高唱校旗歌，那刻我突然熱淚
盈眶，暗自抹乾……
冀望下一個五年後，再能重溫。

志凌 26/12/2011

（四）何綺霞感言
在此首先多謝帶領剛社四十年的社長和一班任勞任怨的

籌備委員，以及廖寶新、黃志凌和林港生的慷慨贊助。
屈指算來，移民加國三十多年，要寫點感想，卻有點執

筆忘字的感覺。
紫荊閣的茶聚，除了與一撮熟悉的面孔問候外，亦與幾

位從外國回來的同班同學傾談，其中曹品立和李景東名字熟
悉，卻印象模糊。席上，與王愛邦、陳鳳美鄰座，大家閒話
家常傾談著，時間不知不覺偷偷地溜走了。
由陳靜儀帶隊的參觀校園節目，看到今日培正校園內的

藝術室、音樂室、家政室、電腦室等等，卻令我感慨萬分，
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記得與一班好友到阿葉（陳麗葉）
的小瀝源渡假屋看星星、玩冚棉胎、惡作劇……不到深夜不
就寢。假期與高手（鍾倩賢）、蛇仔（鄭銘深）、亞Lam.（林
港生）、廖寶新等到摩士公園滑雪屐，到荔園划艇仔。回想
起來，真箇滋味無窮。
到了整裝待發上台的時刻，我們站在斜路上排隊，這使

我回想到中學時代，黃牛（黃啟堯老師）要我們田徑隊（黃
美莉、李群芳、劉綺霞、黃綺玲和我）「衝」斜路的情景。
那時青春無敵，真勁！！
晚上，與愛人同赴大公宴，. .席中與徐樹荃、王業華夫

婦為鄰，也使我回想到每逢培正晚會，王業華必會以甜美的
女高音獻技。回想起來，好像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呢！
附上幾張大日子的照片，願各位主恩常在！

何綺霞  Stella Cheng  27/12/2011

（一）　感恩
親愛的剛社同學、社嫂、姑爺：
很久沒有在美國過感恩節正日，原本是一年一度的重要

日子，竟然一個唔覺意，讓2011年11月24日的感恩節悄悄
地溜走了。
離開西雅圖的前一個星期，與女兒合作烤了一隻火雞。

以為是滿足口腹之欲，一解對「火雞糯米飯」相思之苦，原
來是女兒別有用心，提前與老媽做節。
另一個導致我忽略感恩節的原因，就是我每一天都在感

恩。年紀越大，經歷越多，感恩的心越熾。
十一月五日晚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假座康年酒家舉行一年

一度培正同學日聚餐暨各社慶典。我社在各「慶典級社」中
出席人數最多，愛母校愛剛社愛同學之心不言而喻。
十一月五日晚慶典之前一日，與同學Napa酒莊遊、香

滿樓晚飯話當年、十一月五日中午登堂入室許府自助餐。在
許永達同學府上，邊吃邊談，或各自埋堆、或走位換班、或
體驗陳大夫「針針到肉」的針灸服務、或欣賞岑夫子主講的
懷舊經典電影，自由自在，輕鬆愜意。
老實說知道、認得本社同學的名字和樣貌的真不少，惟

與大部份同學的首次交談不是始於1995年本社籌備銀禧加
冕，就是1996年本社銀禧加冕活動。
自1996年三藩市銀禧加冕一別，陳惠娟、鍾瑞容和楊

永康同學十五年後始再相逢。另一位逾四十年才第一次見面

的岑雪玲同學，不用介紹，一眼便認出來，模樣兒與在培正
唸書時沒大改變。雖存著時間和地域的阻隔，乍相逢，笑問
佳人何處來？未有相逢不相識，一下子便熟絡起來，談笑甚
歡。
談談說說，笑過了、瘋過了、鬧過了，又到別離時，猶

記得十一月六日香滿樓用過午膳後，在酒樓外同學們長亭更
短亭的殷殷話別，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多謝三藩市剛社同學的籌組，才有機會在三藩市剛社離

校四十周年誌慶中，與各位同學、社嫂、姑爺、第二代、第
三代共聚一堂，讓我得享重聚的喜悅，滿載同窗的情誼。
抱歉，遲至今日才向各位三藩市地主同學致以衷心謝

意。謝謝你們的熱心、熱情與努力。也多謝出席慶典的伙
伴，謝謝你們的陪伴，珍記你們的笑臉。
珍重，再見！

群芳上 11/27/2011 香港
（二）　歡迎歸隊
親愛的兆莉：
高興見到你「回香港參加剛社紅寶石禧之行」一步一步

的邁向成功，我們終可在這難得的剛社離校四十週年紀念盛
事裏相聚。
十一月五日在三藩市的培正同學日的筵席裏遇見令妹兆

平，我們還講起你。兆平說因為你所以記得岑雪玲。本來應

李群芳給剛社同學的電郵

32

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PC174A �� v4.indd   32 5/24/12   5:37 PM



承帶她去會岑雪玲，讓她們相見。奈何我食言了，自己忘形
於與久別重逢的同學聚舊談天，疏忽了時間的溜走，終錯過
了。
珍惜每一次與同學相聚的機會，也慶幸自己閒人一個，

沒有約束和覊絆，可以那裏高興那裏去。
謝謝你的努力。香港見！.

群芳上 12/4/2011
（三）　三藩市喜相逢
親愛的瑞容：
你好！
非常抱歉，遲至今日才給你回覆。事緣沿用的雅虎郵址

開啟不大暢順，遂改用另一個取代之。
通常隔上好一段日子會來雅虎「巡視」，直到此刻才看

到你送來可愛的謝咭。你太客氣了！謝謝！
我中一到培正唸書，雖未曾與你同過班，卻一直記得

你。你可有印象？當年中一望、光、正、誠同一時間上體育
課。那個時候我們四班女生擠在同一個更衣室裏匆匆換上運
動服，然後連跑帶跳趕到藍天下的操場上或體育館裏，在馮
婆（馮秀華老師）的威嚴下上體育課，毫不輕鬆。天啊！轉
眼間竟是四十六年前的往事。
高興在三藩市與你相聚。這一次好像是我們同學以來

第一次的近距離接觸。十五年前的三藩市銀禧加冕，一來出
席同學眾多（逾八十人），二來自己有責任在身，所以未能
與各位同學好好地聚舊。連起碼的與每一位同學親切地握一
握手，或溫馨地抱一抱的簡單心願都未能做到。這一次可美
了，我「蹺埋雙手」，盡情投入與大伙兒聊個不亦樂乎。
中學畢業後，各奔前程，各有各的際遇和人生。不奢望

與各位同學時刻常聚首，.這偶爾的重逢仍教人十分期待。盼
著下一次的相聚早日來臨。
保重！

群芳上12/6/2011香港

又：傳上兩張「矇矓美」的相片。不過，我們燦爛的笑
容仍清晰可見啊！

（四）　難得的聚首 韶關丹霞山之旅（一）
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急不及待給各位傳上相片一張，請看我們的笑容多燦

爛，真是難得的聚首啊！
這兩天笑聲不絕，同學、姑爺、社嫂一行廿五人相處愉

快。
剛與多位同學在酒店門外冒寒看月蝕，之前大伙兒在酒

店內附設的茶樓飲茶.（夜宵）.聊天。出乎意料，晚上來品茗
吃點心的當地人真不少，十分熱鬧。雖曾在中國大陸生活多
年，「吃夜宵」卻是第一回，新體驗，有趣！
祝安好！

群芳上  12/11/2011韶關丹霞山倚山商務酒店

（五）　難得的聚首 韶關丹霞山之旅（二）
親愛的剛社同學：
剛過去的三天韶關丹霞山之旅是離校四十周年紀念活

動的中集（三藩市聚會是上集），一行廿五人談談說說、吵
吵鬧鬧、瘋瘋癲癲，不亦樂乎。幸虧去到最後我沒有啞了嗓
子，喉沙的卻另有人在。下集活動將在本周末一連三天展

開，期待。
盼望本周的星期五、六、七早日來臨！

群芳上 12/12/2011
（六）　臨時的約會
親愛的瑞容：
充滿笑聲的韶關丹霞山之旅後，今天在大姐（王沃秀）

主催下，我們先行在紫荊閣來一次茶聚。出席同學有大姐
（來自渥太華）、泰山（鍾少芳）、陳麗葉、陳靜儀、許永達與
社嫂Joyce（來自三藩市）和剛從美國德州到步的陳綺華同學。
「茶足飯飽」各自歸家，遇社長譚世英夫婦於途中，三

言兩語立刻與英嫂相約「廣東道賞奇木尋奇石」。我們（許
永達、Joyce、曾慶年、年嫂和一位英社學妹）在英嫂帶領下
最終駐足一家玉石奇木店內，竟與久違了的田文先同學不期
而遇，原來他也愛流連廣東道。
臨時的約會，成就了「香港剛社離校四十周年紀念活

動」的另一章，充滿樂趣，意外之喜！
謝謝你的祝福，相信每一位參加「香港剛社離校四十周

年紀念活動」的同學一定滿心歡喜，一定盡興。
祝聖誕快樂，新年進步，闔府安康！

群芳上 12/13/2011

（七）　重溫剛社珍珠禧 、珊瑚禧相片
親愛的書友：
剛才重溫一遍我社羅省30周年珍珠禧、香港35周年珊

瑚禧重聚的錄影帶和相片。心情異常複雜。有喜悅、有失
落、有追悔和感觸。
喜悅者：同學們久別重逢何等的欣喜愉悅。失落者：我

們敬愛的林聖熾老師、有趣的何嘉賢同學、可親的朱潔輝同
學、爽朗的錢曾瑜同學已移民天國，不再與我們同遊。追悔
者：聯絡工作似乎尚有不足，未能網羅所有同學參加是次離
校四十周年紅寶石禧聚會。
笑畫面裏我們的下一代，是那麼的青澀、稚嫩。走過十

年的青葱歲月，孩子們不再毛躁，不再懵懂了，都一一長大
了。而我們則由不惑之年邁過知命之年，走向耳順之年，能
不感觸良多？
孩子是飛躍的進步，而我們經過歲月的洗禮，人生歷練

的沉澱，生命醞釀得更加醇厚豐滿。高興十五年前我社銀禧
加冕後，同學間的情誼再度緊密地連繫起來，最難能可貴的
是大家的赤子心不變。欣賞你們的童心、珍愛你們的情誼！
珍重！再見！

群芳上 12/16/2011

（八）　張世安家宴與唐學長的那些年
各位同學好！
相信此刻在張世安同學府上舉行的盛宴已曲終人散了，

因趕搭尾班火車無奈中途退席，未能與各位同學盡興盡歡。
這一晚「唐英年」、「大眼雞」成為熱門話題之一。為滿

足好奇心，一探來龍去眽，遂上網查看，.並向大家披露。
緣起：近日香港報章紛紛報導：新一屆特首參選人唐英

年近期頻頻與網友及年輕人對話，昨日就以「唐學長」身份重
返母校培正中學……又自爆當年獲「大眼雞」老師啟蒙……
《那些年，我們反斗過》是唐英年個人網站《童年拾趣》

其中的一章。茲節錄與我們敬愛的林聖熾老師有關的段落以
饗各位。
『小時候，非常頑皮，記得有一次，趁老師背著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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