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社包金城嫁女，左起：鋒社鍾榮凱、鍾太、新郎林建
嘉、新娘包惠璇、誠社藍之光、包太太、包金城

前台灣會長曾昭穎與廣州朱素蘭
會長合影

劉安乾會長與呂超校長合影

九月十五日歡迎廣州培正呂超校長、廣州培正同學會會
長朱素蘭、區委鍾俊明、校書記許文芳一行，是日下午先由
台灣會長劉安乾、前會長朱祖明夫婦、前會長李念章等駕車
陪同參觀台北著名景點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及拜會廣東
同鄉會。晚上台新光三越百貨大樓「欣葉餐廳」以全席台菜款
待，給貴賓們嘗嘗台灣特色。出席者有劉會長、斌社曾昭穎、
鋒社鍾榮凱夫婦、弘社李念章、偉社程仲明夫婦、誠社包金
城夫婦、匡社曾耀民夫婦、真社張弘弢夫婦、協社宋允鵬、
捷社顏燊基、捷社陳肇長、頌社吳國儀。代表北區大專培
正校友有前會長朱俊波、現任會長吳家裕、副會長簡丹尼、
財政張鴻開、文書林子豪等。宴會由劉安乾會長主持，致歡
迎詞、唱校歌及校旗歌，興奮熱烈，再介紹校友及大專生近
況，呂校長、朱會長、鍾區委及許書記均致詞，並互贈旗幟
禮品，最後再唱校旗歌結束。
台灣校友預定組團參加廣州母校一百廿年校慶，在台校

雖有颱風的威脅，卻在眾多參加校友的熱情及上帝的祝
福下，2009年6月21日按原定計劃圓滿的完成了新竹一日遊，
深信此遊必能帶給每一位參加的校友一份難忘的回憶。
張弘弢校友美麗而與四周一望無盡大自然田野山林溶為

一體的居所，家中純樸溫馨的佈置，張太太為大家準備的玫
瑰紅色奇特的美麗飲料，然後驅車前往。必須於2星期前就
訂位的劉家莊燜土山雞及烤蕃薯午餐，餐後在山林中車道漫
步，兩旁時而碧綠魚池，時而松木參天，花叢處處，鳥語花
香，蝴蝶亂舞，而下山時人手一袋當地的新鮮水果野菜，心
靈與肉體都得到的滿足。在雨中，義民廟前，聽弘弢校友細
說義民廟的歷史，在廟中有人抽到了上上籤。回到張校友家中
的生日會，那法式夏威夷果仁蛋糕，全體校友為藍太太唱的
生日歌及為張弘弢伉儷高歌的世界民謠Edelweise。最後多位
校友，著魔般隨著張太太的鋼琴樂音，一曲接一曲，瘋狂的
哼唱，英語、國語及台語曲。

台灣校友設台宴款待
廣州培正呂超校長朱素蘭會長

台灣校友新竹一日遊
會長劉安乾報導

台灣校友在劉家莊餐廳前

此時颱風已過，天氣轉晴，大家高興打道回府。
是日午餐客家大菜由劉安乾會長招待，他事先跑了一遍，

安排週到，同學們同聲感謝。參加校友有劉會長和他令堂、
曾昭穎、李念章、鍾榮凱夫婦、藍之光夫婦、朱祖明夫婦、
包金城夫婦、程仲明夫婦、「地主」張弘弢夫婦。

43鋒社鍾榮凱

友為了熱烈響應廣州慶祝母校一百二十周年大典，將發動組
團回穗參加活動。
又二○○九年七月廿五日誠社同學包金城之女惠璇小姐

出閣，在台北遠東大飯店香格里拉宴會廳舉行婚禮，設宴廿
餘席，新郎林建嘉君和新娘都是留美俊秀青年，郎才女貌，百
年好合，在台校友多人前往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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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社‧鑽‧禧‧
堅社（1949）鑽禧慶典於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

假澳門培正校園舉行，來自國內，香港與澳門社友及家屬
共70多人，齊集澳門培正校園，於上午11時，歡迎會（地
點：H座8樓禮堂）上，高錦輝校長及黃漢堅會長介紹概況，
然後分批參觀H座（創校120周年紀念大樓）及在A座（盧家

大屋）前集合，拍照留念。午茶後，旅遊活動展開，暢遊大
三巴、路環城區、氹仔龍環葡韻等，於黃昏返抵帝濠酒店
帝濠軒暢談近況，互相問好，下午七時舉行鑽禧慶典大公
宴，由鄺秉仁老校長為各堅社社友掛鑽禧紀念牌，澳門培
正校及港澳同學會同人均往參賀。

張大釗  
堅社鑽禧六十年 
感懷往事豈如煙 
紅藍旗下同成長 
至善至正育群賢 
世事風雲多變幻 
問心無愧心彌堅 
今朝有幸重相聚 
五洲四海慶團圓   

  

鑽禧絮語（詩二首）
王繼樑

（一）七絕  
世言七十古來稀，
八十而今未足奇；
我勸諸兄常鍛煉，
定將暮歲變晨熹。
 
 （二）七律  
易世移時六十年，
紅藍依舊譜新篇。
遐思半紀金銀誕，
喜慶鑽禧聚盛筵。
一片丹心盈肺腑，
萬千名士有培賢。
吾儕莫道桑榆晚，
異彩雲霞尚滿天。   

欣逢堅社鑽禧有感
 黎文韡  
濠江創社集英儕 
幸立程門共硯齋 
六秩辛勤培正氣 
垂耄聚舊樂和諧 
前塵倏忽嗤槐夢 
善徑堅循踰嶂厓 
鑽慶當醺醻萬盞 
同觀暮靄贍詩懷

 
黎文韡  

銘記良師善琢磨 
羊城畢業各奔波 
暌違六秩常懷舊 
轉瞬韶光似逝河 
喜見同窗皆健壽 
頻添旨酒任顏酡 
今宵鑽慶盈醰味 
五載重臨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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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日本侵略我國，廣州淪陷前我家遷香港，我
先暫讀西南中學初中一二，初三就入了培正港校，當時我
家住灣仔鳳凰台，每日過海到尖沙咀搭七號巴士上學，開
始了人生路途上重要的一頁。

當時學校在馮棠主任領導之下，師資陣容顯赫，各科
平均，德智體群並重，數理化課本都用英文，給我們打下
良好的基礎。記得當時國文老師王皎我是個外省人，不但
指導我們讀寫國文，也讓我們這班廣東仔學會了國語，有
次王師指定擔任貴賓演講記錄，至今尚感榮幸，當時名師
尚有教化學的阮平超老師、歷史的趙子剛老師、熟悉古
典，述說如流，語出驚人，音樂的林聲翕老師，名鋼琴作
曲家，我受他影響成為古典音樂愛好者，日後並參加詩班
事奉，還有國文的凌子鎏老師、鍾銘鈴老師，宗教的林恩
光老師等。

體育方面港校亦有傑出表現，學界田徑、籃排球賽都
名列前茅，籃球校隊中有我鋒社的吳乘僖、麥成煊、余國
璠（戰後到台任警官，英年病逝）、龐榮光、林國樑、伍元
福等。此外林競、伍朝樞、伍滌塵等，一班運動健將組健
身操及壘球隊，既強身又常表演。

我們另一群非代表隊又非「死咪書」之輩，為了讀書不
忘體育，自組「鐵戈」籃球隊，每日練球自娛，隊員有丘啟
超（美國空軍醫官退休）、盧浩然（無音訊，其兄盧卓然老
師是我們訓育主任）、張惇裕（在港）、關肇祀（退休醫生，
在美加州二埠沙加緬度）、劉文得（留日本神戶去世），還有
陳寶賢、何貴勳、潘仲壘、溫可潤、筆者，當時有老師認
為我們不做書蟲，頗為嘉許，日後我入桂林培聯變為班隊
一員，稍感進步。

當時港校我們這班小伙子各有不同的發揮，如林紹基
專搞模型飛機，屢得大獎，日後成為美國MIT博士，航空

工程專家；莫廣智愛寫作，後來在大陸成為有名文藝工作
者；田華湛任過港同學會副會長，移民澳洲逝世；陳天章在
校時主持工人夜校，後由尖沙咀浸會移居美國，曾任美京
同學會會長，江可伯成為教育界及旅遊業領導人物；許榮光
移民加拿大擔任公職退休，領導同學會務；葉焯培國語演講
比賽獲獎，各同學以後在各行業都有傑出表現，限於記性
不好，失去聯絡，無法報導，敬請原諒。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被突襲，同
日清晨我正騎單車由亞皆老街去學校途中忽然天空上有沉
重的飛機聲音，由遠而近，原來是一群日本轟炸機已越過
鯉魚門上空入港，旋即俯衝下降，猛炸啟德機場，到我看
到機身上的紅日標誌時，不一刻停在啟德機場的軍民用機
已被炸得七零八落，我三步變成兩步，抬着單車，跳往路
邊山坑逃命，一會兒日機飛走，我也沒去學校，折回在亞
皆老街界限街交叉處的家（以前士他令道浸會對面），從那
日起港校就無法上課，以後日軍一週內由新界入侵至佔領
全港，我的港校生涯就此結束了。

翌年春天我隻身離家去澳門盧家花園培正讀學，與更
多來自穗港的同學相處，讀了一個學期就搭船去廣州灣，
再與幾個培正同學從陸路經柳州上桂林，以後在桂林培正
培道聯合中學（培聯）畢業（仍是一九四三年級），香港時代
的級友因戰亂流散，有的有幸進入桂林或坪石培聯，有的
不得不延遲入學，由43鋒社變為44昭社，這是後話。

戰後復原，我由重慶直接去了台灣，做過公務員、學
界、商界，近多年來從事兩岸及對外交流，退而未休，回
首前麈恍如一夢，心中無限感恩，上主賜我機會在培正接
受教育與靈命的造就，但求不辱主名。

共唱校旗歌最後一句：「我培正，永！永！永！」紅藍
旗在全世界無落日！

2008年11月29日是廣州培正中學舉辦創校119年校慶
的日子，同時也慶祝建社畢業60年鑽石慶，建社在台同學
目前共有三人，為楊啟釗、王樹銘及筆者雷天霖；楊君因另
有要務，王君則不良於行，都不克前往，所以只有筆者一
人偕同內子何紅荔女士出席。

我們於11月25日由台北搭機飛香港。26日安排搭船赴
中山市訪友及參觀，同日返香港，27日搭纜車參拜在大嶼
山上的大佛。28日上午與在香港的建社同學於九龍火車站
會合，同乘直通車往廣州，進住白雲酒店，午餐後集體參
觀位於東郊的大學城，據稱有9所高校都集中設立於此地，
但因該日是星期五，又近黃昏，所以不曾見到許多學生，
校區眾多建築則甚為宏偉。晚餐後前往觀賞馬戲團表演，
由多國特技人仕聯合演出，聲光、動作配合得宜，可稱精
彩，回想在台灣居留已一甲子之久，在記憶中似乎不曾去

建社住台灣同學返廣州參加培正中學創校119年暨
建社畢業60周年鑽石慶小記

鍾榮凱 1943鋒社

看過馬戲表演，居然不遠千里跑到廣州來觀賞。
29日的項目是本次的重點，於11時之前回到久別的校

園，除了與同學敘舊之外，另帶領內子到校區各處參觀，
也見到許多年輕活潑的在校學生提供各項服務，在與校內
主要領導合影之後，到校區附近的餐館參加學校主辦的公
讌，下午回到大禮堂，在校歌聲中舉行校慶紀念大會。隨
後就是建社同學上台領取鑽石紀念獎牌。約有近40位同學
出席，有遠自美洲及澳洲返回者，加上眷屬，有近60人之
多，可謂一大盛事，大家心中都感興奮與快樂，在相互道
珍重之後分別各走前程。當晚香港同學仍搭直通車返港，
我與內人則仍留廣州，於30日上午從白雲機場搭「南方航
空」的週末直航包機從廣州直飛桃園中正機場，約90分鐘航
程，免除了中轉香港的麻煩。

建社雷天霖（前台灣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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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在慶賀高中畢業六十周年的「鑽禧」時，持出一
期特刊以作紀念。希望同學們能寫些稿件，陳文藻同學首
先寫了洋洋萬言在培正讀書時的懷舊文章以作拋玉引磚之
意。本人讀畢，我這「磚」倒給他引出來了，不過既然是

「磚」，有用的話，便用以砌牆作柱之用，如果認為無用，
則棄之於瓦礫之中，編者作主便可。

我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培正人，所謂徹頭是因為
我在1936年抗日之前我便寄宿於培正小學一年級，所謂徹
尾就是因為我在1948年於培正高中畢業，從頭到尾都是
MAKE IN PUI CHING。但知我者一看便知我非純種的培
正人，其中滲染了培英、嶺南及華英的血統，並非純正的
培正人，只能算是一位雜種的混血兒。

小學一年級，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記
得只有果豐和已故的尚奧是我的同學，因為他們的父親是
建設廣州最高大的愛群大廈的總工程師，是很了不起的人
物，因此記憶特深。在我們寄宿時，還有一個褓母稱「高二
姑」，名叫高啟明，專門負責看管我們，有時還要幫我們洗
身擦背，此外，我們絕對不能走出校門口，只有周末家長
來校向當時的監學鮑賽玉老師請假才能帶我們離校，我還
記得有件很有趣的事情，便是在重大的節日時，學校會特
別加餸，那時學校叫「公宴」，作為學生的我們，都拚命地
吃，每個人的肚子都吃到鼓起來，本來這並不奇怪，奇怪
的是吃完這頓飯後，都馬上去爭厠所，以致每個厠所都排
着長長的隊，到長大些後，我知道每頓飯都要經過幾小時
才消化，吃完飯便馬上上厠所完全是小學生的誤解和心理
作用。

抗日戰爭開始後，我舉家遷往澳門，我寄宿於大廟頂
培正小學五年級，隨着年齡的增長，學生的成長也不斷分
化，大部份都天天進步，但亦有一部份缺乏自愛，調皮搗
蛋，屢教不聽，本來一般學校都沒有體罰，但學校對那些
特別難改正缺點的學生不能不進行體罰，我在這群後進的
學生中，可稱為「一哥」了，所有的懲罰方式，我都體驗
過，如托童軍棍罰站在校門口立正思過，內務不潔罰托「咸
衫籮」和罰抄宿舍規則十遍，如多人犯規的，罰托乒乓球
枱（半邊）6至8人用手抽起。除此之外我還受過當時李孟標
主任鞭笞12下的極刑，這學期結業典禮上，宣讀和表揚了
一批品學兼優的優等生名單後，便輪到品行丁等的學生，
由於我特別頑皮，他要我站立在板凳上，然後用雞毛掃鞭
打，我不僅沒哭，還露苦笑，以致李主任大力加鞭，引起
他批我是「熠熟狗頭」還依起排牙。這些我都沒有忘記，我
相信當時建社的同學都會記得，可我並不懷恨，特別是自
己成長後，我深深的感謝李主任，他是恨鐵不成鋼，而且
我以為「打者，愛也」在某種情況下，完全正確的，師者父
母心，天下之通義也。

另外，我還記得建社是在我們小學讀五年級時成立
的，由李主任在週會宣佈，後來還專門開了晚會來慶祝，
晚會上我記得還演了一個短劇，名字叫「山東嚮馬單子
云」，劇中我還演出當小和尚，我相信有些在建社成立時的
同學會記憶起來的，除此之外，更忘不了教我們的老師監
學是鄺文光、國文是梁友雄、算術是廖慕芬和陳景柱、英
文是莫如福（兼社監）、公民是馮肇漢、體育是黃啟堯和段

玉清、歷史是梁寒淡，所有這些老師可能都已不在人世，
但他們永遠值得我們緬懷的。至於教過我們的老師大都忘
記學生的名字，可是教過本人的老師都沒有忘記我，並不
是因我品學優等，而是因我調皮搗蛋，常惹老師生氣，可
以一件事情便知道：大概十多年前，香港培正準備組織一
群師生來上海觀光，我當過負責上海培正同學會工作，而
他們負責與上海聯系的是梁寒淡老師，通電話後，我知道
對方是梁老師時，連忙向他請安與問好，他很驚奇地問：

「你怎麼會認識我？」我笑着說：「梁老師你一定忘記我，我
是在澳門培正小學你教過歷史的曹懋庸（高中才改現名），
不料他立即回答說：記得記得，原來是你，怎麼會在上海，
而且負責起同學會的工作？我也很愕然，怎麼梁老師和我
幾十年沒見過面會記起我的名字呢？」後來我仔細想想，當
時的老師都將我作為另類列入另冊所以印象特深，真使我
慚愧不已！至於教我們初中和高中的老師，同學們會比我
更清楚，我不必細說了。

這次，文藻同學只指出本人在校時善於搞笑，他是我
培英和培正的同班同學，對我是很了解的，但他隱惡揚
善，不談我調皮搗蛋之事情，將我作為班中的善於引人發
笑的「開心果」，更令我汗顏和羞愧。對我只褒不貶。

今天，離校六十年了，自己一直以來直至退休為止都
從事於教學工作，這主要是以為這是培正對自己嚴謹的教
育，教會學校蜚聲中外優良的校譽，教師的表率，學生對
老師的熱愛與支持，使我熱愛教育事業，雖然年青時，自
己在校的表現欠妥，但後來有所覺悟，所以在教學中能結
合自己過去的言行，現身說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受
到學生的尊敬和深深的愛戴。很多學生畢業後，都表現良
好，對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我本人在未退休之前也曾獲
得過由當時上海市長陳國棟頒發的「上海市高等院校先進教
學工作者」的光榮稱號，這使我深感安慰的。

在慶祝我們離校六十周年的「鑽禧」時，我以為「鑽」
是財寶之首，也就是說：慶賀六十周年已是到頂了，到七十
周年再來舉行慶賀大會是不大可能的了，因為以年會上、
以體力上，都可能承受不了，但九十或以上的建社同學還
會有少數人健在，希望這些同學會繼續祝福我們的母校並
會深深的感謝主的恩典，使母校流芳萬世！

廣州培正建社 曹振遠 2008年3月於洛杉磯

衷腸熱，回歸故園心迫切，
心迫切。
時光易逝，難忘歲月。
耄耋相逢何喜悅，
紅藍往事從頭說，從頭說。
師恩如山，永不磨滅。

建社 陳文藻

（回母校參加建社離校60周年鑽禧活動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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