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級社消息

弘社梁民生

歡唱誠社今朝  一覽昔日輝煌
		

培正學校社團有兄弟班之稱者，即相隔三年之級社也，1950 年弘社與 1953 年誠社就是兄弟班，其他兄弟
班的聯繫是怎樣的情況，筆者並不知情，但弘社與誠社兄弟班的交往是值得一談的。

		香港培正弘社初中畢業時和誠社共同出版一本同學錄，當年誠社學子都是少年兒童，小學寄宿生住中座	
(即現時小學游泳池)，為了防止少年兒童沖涼時打鬧，有保母監督沖涼，鴻慈小弟也在其中。誠社有幾位少女，
窈窕嬋娟是弘社男生的談話對象，有一位活潑的美人，弘社大佬給她起了一個外號，叫「灶君奶奶」；還有一
位美女叫鄭婉娛，在 1950 年培正同學會日破解羅大堯會長的謎語。

		弘社高中二年級這一年在芳園舉行了兄弟聯誼會 ( 部份同學參加 ) 抽簽成為兄弟者，誠社吳承泰有兩位大
佬：李宗枬和關銘波，留下一幅寶貴的照片。抽簽有奇蹟出現	:	弘社朱樹椿和誠社莫國鈞二君本是培正籃球校
隊，抽籤結果又是兄弟，莫國鈞到現在仍然稱朱樹椿做大哥，成為兩社的佳話。

		培正社團不是政黨，社友不是同志，你想找一位同伴一道煮酒，一定是找聊得來的人。在校時兩社的運
動員交往密切，籃球紅藍兩校隊弘社和誠社的同學佔多數。上世紀九十年代誠社在桂林聚會，來賓就有弘社朱
樹椿，樹椿的一頁賀詞躍然紙上。

畢業後在這個權力化的社會，誠社對社友對母校依然芳聲悠悠，筆者認為誠社有一個堅強的「內閣」，其
成員大多數都不具有社團職務，但他們都擁有輕財善舉，惠澤社群的高潔行為。吳漢榆和朱祖明的兩篇文章就
是獨特的歷史見証，吳漢榆筆下歡唱誠社今朝，朱祖明文筆流暢，娓娓道來昔日輝煌。對往事留有美好的回憶，
蘊藏着浪漫的情懷，也是筆者喜聞樂見的。

雙喜臨門 ——  
     香港培正創建 80 周年 ˙ 誠社鑽禧剪影

吳漢榆

		2013 年是香港培正創校 80 周年，, 適逢誠社諸公畢業 60 年晉升鑽禧之喜。由年初開始籌備的海

外、港、穗誠社鑽禧社慶活動，從 9月 28 日三藩市 2013 年培正同學日開始，建社代表給李君聰、楊

素堅、麥祥莊等 18 位同學掛了壽牌 ( 詳見〈培正同學通訊〉第 177 期 P.10) 隨後 11 月 16 日香港培正

同學日，直至 11 月 28 至 30 日在廣州舉行的誠社鑽禧活動，及培正母校舉行的 2013 年同學日，整個

慶祝活動終於落下帷幕。全球培正人和誠社社友一道，開了一個團結、懷舊的歡樂盛會。有詞一首

調寄《鷓鴣天》，以紀其盛 ,	詞曰 :

 雅集金蛇會有期，鑽禧喜接故人回。

 同窗聚舊無玄首，朝杖耆英獻晚暉。

 蔬尚淡，肉離肥，健康飲食最宜時，

 明朝一別雲中鴈，南北歸途各自飛。

寶島五天逍遙遊
經兩個月的籌劃，終於組成海內外誠社鑽禧赴寶島逍遙遊旅行團。團員包括來自美、加、香港誠

社同學及夫人共23人，他們是：團長陳毓棠、高澤霖令千金淇 (Kee	Kay)、李君聰伉儷、楊如松伉儷、

吳漢榆伉儷、朱淑齡，朱蘊瑜，黃鴻慈伉儷、李福林伉儷、黃阜崖伉儷、區紹螽、郭民安、黃惠民、

陳景添、翁仕球伉儷。旅行團一行於 2013 年 11 月 9 日早上 10:20 乘中華航空飛高雄，11 月 13 日下

午 17:15 由台北飛返香港 ( 李君聰稱之為貴利旅行團 -- 九出十三歸者也 )。既然是逍遙遊，原擬每天

不准太早morning	call，每日行程不能太多，盡量少爬坡等。但事與願違，第一、二天每天仍是早上7:00

起床，8:30 出發。據台灣導遊說，非如此不能完成香港康泰規定的行程表，怕客人投訴貨不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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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下午在高雄，主要是參觀由星雲大師策劃興建的佛光山佛佗紀念館，

佔地100公頃，2003年開工，2011年落成，供奉護藏近30年的佛牙舍利。

其布局規模宏大，前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枕靈山，北倚祇園，是一座融合古今中外風格，具有文化、

教育、慧解與修持功能的聖地。

下午乘渡輪去旗津島，遊覽鵝巒燈塔風景區。在海產市場晚飯後，夜遊愛河及六合夜市，試飲苦

瓜汁及品嚐雞屁股。	

第二天

遊覽北緯 23.5	的北回歸線公園，並拍照留念。團友們都去過地球

上的許多地標：如赤道，經線為零度的格林威治，南菲的好望角，南

美的合恩角 ; 此地也算一處。花蓮的瑞穗牧場餵養許多荷蘭乳牛，我

們有機會餵牛食草，然後品嚐鮮奶及乳酪等製品。晚飯後欣賞阿美族

文化舞蹈表演，團員同入舞池，互動跳舞，又和舞孃合影，製成瓷碟

留念。

第三天

早上去太魯國家公園，位於花蓮縣之北，是開鑿中橫公路貫通大山之處，

當年犧牲了 225 人，有長春祠供奉築路亡靈牌位。	

我們趕在上午 10:26 乘新城開往八堵的火車去蘇澳。車程僅五十分鐘，正

點到達。沿途飽覽台灣東海岸的風光。從蘇澳驅車前往宜蘭東北角礁溪金車蘭

公園，參觀有蘭花之后美譽品種繁多的蝴蝶蘭。我花了 80 圓新台幣購了一罐

多色牡丹。據說開罐後澆水，放在陽光下，即能生長，效果如何，不妨一試。

接着去頭城附近的蘭陽博物館參觀。此地清代為烏石港舊址，是生態人文與歷史文化基地，繼

承並開啟新的宜蘭文化里程碑博物館，外形奇特，作斜面狀，內部分四層：

1. 序展 ,	2. 全場秀一利用貫穿展場三層樓之斜天花板形成長 19 公尺的投影幕，定時播放山一平

原一海的樂章。3. 層為山之層，4. 平原層 5. 海之層，以展現宜蘭整體地理環境。人文軌跡。在夕陽

西下時，乘巴士經雪山隧道直放台北市，夜遊龍山寺和華西街夜市。

第四天

早上參觀朱銘美術館。由於天氣轉冷，女士們急忙在館內添購冬衣。原來

標價每件 1,260 圓新台幣，加 100 圓，可得兩件，十分相宜。朱叔及 Kay 組成雙

劍合璧，取得優惠價。館中所見展品多屬粗線條的雕塑。｢太極」用兩塊巨型人

形石作太極推手狀。

在旅途中，由於有區螽唱歌，吳漢榆講粵方言淵源，特別是李君聰講有味故事，

如七個小矮人貪看雪姑玉體，引致 SEVEN	UP( 兒童不宜 )，頗不寂寞。午餐後到野

柳地質公園參觀。女皇頭是熱點，拍照者大排長龍。那天風極大，我不想湊雅興，

就用 ZOOM 鏡拍攝。現在園內已加強警衛，有亂塗鴉者，抓獲罰新台幣 6000 圓。

回程去中正紀念堂，陳水扁執政時去中國化，將廣場的 ｢大中至正 ｣題字拆去，改

為“自由廣場”，至今尚未復原。但紀念堂內衛兵換更儀式，仍按時舉行，我們正

趕上參觀下午五時收班儀式。衛兵持槍操練，步伐

整齊，弄槍花式手法利索。

連日來，按導遊的說法，吃了三天“續命餐”。今晚由誠社同學

朱祖明、藍之光作東，宴請我們全體團員，終於可以大快朵頤。席間

頻頻祝酒，杯觥交錯，熱鬧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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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去淡水紅毛城憑弔。自十七世紀 1628 年起，先有西班人在淡水興建聖多明哥城 (Fort	

San	Dormingo)，作為軍事、政治、貿易、傳教根據地。1642 年 ( 明祟禎 15 年 )，荷蘭人進

攻雞籠 ( 基隆 )，擊退西班牙人，重建安東尼堡 (Fort	Antonio)。當時台灣人稱荷蘭人為 ｢ 紅

毛 ｣，紅毛城由此得名。1661 年明鄭成功克服台灣，打走荷蘭人。清咸豐年間，英法聯軍

入侵，簽訂天津、北京條約，淡水亦闢為通商口岸。1863 年英國租淡水紅毛城，作為領事

館駐地，租約為 99 年，並大興土木。現在所見紅色外牆的英式維多利亞建

築，仿如赤柱的美利大樓。室內陳設仿維多利亞時代風格，頗有韻味。二

戰期間，日佔台灣，英國撤退。二戰後復館，直至英台斷交，此地交由美、

澳代管，1980 年台灣政府正式收回紅毛城，1983 年列為古蹟，加以保護。

紅毛城是淡水及台灣 300 年發展的見證。

漁人碼頭的情人橋，是此行最後一個景點，我們在此拍過團體大合照，

便踏上歸途，乘中華航空，由桃園國際機場飛返香港。

香港培正建校 80 周年 ˙2013 同學日	(201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
上午 10:30 香港培正同學新會址揭幕剪綵。蒞臨剪綵的有陳之望校監、張廣德校長、鄺文熾老大

哥及顧明均博士等一眾嘉賓。新會址在 A 座右翼地下，方便長者不用爬高樓，閣樓是培正小學校史

室，也可用作月會會場或興趣班上課之用，實在比以前方便許多。

剪綵儀式中西合璧，祈禱，刺破汽球聲卜卜響作禮炮，並有金豬“酬唇”。

香港誠社午宴

中午 12:00 假百樂門酒樓舉行，筵開三席，招待海內外老師及

社友。荷蒙老瑞麒老師及師母、鄭成業老校長光臨，為我社社友逐

一掛上鑽禧壽牌。

下午 3:00 我們一行 30 餘人，回到培正中學禮堂，接受同學會

為我社鑽禧、1988 曦社銀禧及 1963 真社金禧同學上台舉行隆重賀

壽或加冕儀式。我社向母校中、小學及同學會致送禮金，以表謝意。

參加鑽禧的同學有：陳毓棠、朱淑齡、高澤霖、陳景添、李君聰、

吳漢榆、黃鴻慈、楊如松、朱蘊瑜、馬秋南、黃惠民、郭民安、單

齊東、韋啟榮、陳沛坤、鄺錦杰、翁仕球、石清泉、趙國偉、楊寶

珊、王應全、羅煒甜、賴華烱、鍾文韶、黃鼎明、林在真、關慈安、

林英根、張悅鍾、高偉利、潘邦柱、馮奇偉，還有區紹螽。

晚上 7:00 香港培正小學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為學校未來發展

籌款。筵開 101 席，我社朱淑齡、陳毓棠、高澤霖贊助銀席，共佔

三席。1933 年級奮社鄺文熾老大哥年屆 100 周歲，精神矍爍，講

話不用咪，聲如洪鐘。自言希望活得更長壽，做更多好事。晚會的

Baby	Doll 時裝匯演，由培正曦社何國鉦同學領導，培正幼稚園及中

學同學參加演出，行 Cat	Walk，有台型，頗具新意。

廣州培正 2013 同學日 ˙ 誠社鑽禧
廣州培正誠社在 2013.11.28 至 29 歡慶畢業鑽禧，邀請香港、海外誠社同學參加。區紹螽同學大

力組織專業變身藝術家去穗表演。
2013.11.30 廣州母校在豐澤園設午宴招待穗、港、澳及海外校友。香港同學會請吳漢榆、陳毓棠、朱淑齡

代表出席。誠社還有台灣朱祖明、藍之光、美國潘邦柱、加拿大黃阜崖伉儷聯同香港誠社黃鴻慈伉儷、楊如松、
李子超、郭民安、黃惠民、朱蘊瑜、容寶琛、陳沛坤、鄺錦杰等同學參加。

下午三時，返回東山培正百周年紀念堂，隆重舉行 2013 年同學日。廣州培正同學會舉行換屆儀式，15 屆
理事會就職，監事會成立。香港培正同學會及培正小學向梧州培正學校捐贈電腦儀式，由吳漢榆常務主持，邀
請張廣德校長、黎藉冠會長代表致送ACER筆記本電腦(馬秋南同學送出)作為實物象徵，梧州培正江愛萍會長，
林少雄秘書長接受。接着舉行 1953 年級誠社鑽禧賀壽，全體到會誠社同學逐一接受鑽禧壽牌，並由唐啟望社
長向母校致送音樂家馬思聰塑像。隨後還舉行1983年凱社珍珠禧及1988年級曦社銀禧加冕典禮。最後舉行“紅
藍薪火，代代相傳”，由各年級社長社代表主禮，完成傳遞儀式。大會到此圓滿結束，2014年125周年校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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