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容可掬的張春喣老師                            田鈞祥 (勤社) 
  

能與尊師重道，熱情洋溢的鍾麗芬同學一道去探望張春煦老師，實一大樂
事!  

為了讓老師午膳後多休息，我們下午四時抵達她府上，並約定會晤不超過一
小時。她微笑迎接我們入暖和的客廳坐。老師看來精神和氣息都不錯! 祇是沒有午
睡。遞上小小的見面禮，她忙不迭的說，不是叫你們不要買東西來嗎? 來看我就開
心了! 她隨即請佣人倒荼，拿花生及其他零食招待我們。其後她又堅持不假我手，
刀削蘋果皮，要我們吃最好的，自己則吃有梗，有核的部份。老師的恩情海樣深!

多年有些同學看老師皮膚白皙，打扮入時，以為是上海人。其實她是廣東
順德人。但她的確在上海生活了14年，從小四讀完大學再加兩年教職。大學時就
讀於當年極富聲望的上海聖約翰，畢業同時獲得化學及生物兩學位。對物理必修
科也很有心得。在這段其間，國語，上海話及英文朗朗上口，足見她聰敏好學。
這趟，最為老師津津樂道的當然首數她在培正中學三十年(1952-1982)的教育生
涯，蒙林子豐校長賞識，進入了這所「數,理,化」聞名中外的學府，先後執教過「
生物，化學，物理及英文」。老師深感所託，任重道遠，教導杏林子弟時非常認
真，嚴謹，不苟言笑。她聲音清淅明朗，鏗鏘有力，有條有理，同學無不戰戰兢
兢，全神貫注。結果成績斐然，人材輩出，得博士者不知凡幾。衍生有趣的是作
弄在其他老師身上， 諸如粉筆上的黏膠， 三腳椅的鬆弛， 椅子上的襟釘(多至五
粒)，櫃桶中的活青蛙， 通通她都沒有遇見。其實同學中，被她諄諄善誘，大加鼓
勵，而產生自愛，自信，自重者不乏其人。有許多人嚐過她親手弄的香鬆富維他
命C的橙皮蛋糕，至今回味無窮!

五十年代培正中學分上午，下午班，有品德訓練班，自修堂，夕陽會。老師
坦言教書非常辛苦，每天最高記錄教過八堂課，改過360多份作業，往往捱到晚上
十二時才能休息。但每逢看到莘莘學子學業進步，學有所成，貢獻社會，國家，
她就感到欣慰，滿足和無限光榮! 從30歲開始，老師把她的風茂年華奉獻給培正， 
30年間傾注所有栽培後進，經她教導者越萬人之眾! 82年退休喬遷灣區後，她仍心
繫母校，思念師生。30年來無論是香港或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通訊，期期必看，
頁頁都翻。記憶良好的她，還特別在前者找出某一期我的文章，是香港同學轉載
我的E-Mail而我卻不知的，叫我意外又驚喜!她擁躍參加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各項活
動，與大家熟稔，相談甚歡。又積極投入，多年來舉凡謝飯禱告，為各屆禧慶眾
多的同學加冕，掛禧牌，她都不辭勞苦，忙得不亦樂乎!為此，三年前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頒發她一個精美玻璃獎座，上面刻有「桃李滿門」以表褒揚!老師把這獎
座，連同其他同學及級社餽贈給她的禮物和紀念品陳列在櫃上，戴在手上，可見
她多麽珍惜師生之間的感情，寶貝這份紅藍精神!

如今91歲的她，聽覺和行路雖然差些，但聲音依舊，記性尤好，牙齒使得，
咬嚼星州香脆花生，冇問題!老師非常健談，熱衷培正的史，事，人，之外，也談
到健康，飲食，國事，香港特首，我們的工作，家庭等等。她學問淵博，常識豐
當，我們受益不淺。不來拜訪，是一大損失!難怪一年前那遠道重洋來訪僅三天的
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百忙中也要抽暇拜訪這位德高望重的張老師。時間過
得很快，似乎大家仍興趣勃勃，欲罷不能，欲休還語。結束時，我們談了三個半
小時。下不為例!不然，我太座怕我對老師照顧不周，使她疲累，要打我三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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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前的往事         林英豪 (鵬社)

一九五二年迄今剛好六十年。當年七月七日上午，香港培正中學假小學禮堂
舉行第一屆高中畢業典禮，畢業班乃偉社同學。典禮程序恭請校董會主席張新基
先生演講，林子豐校長訓話及頒發畢業證書，並由何宗頤教導主任及李孟標事務
主任協助。畢業生逾百人，連同教職員及嘉賓千人，禮堂滿座，當日盛況，已有
校刊及「香港培正同學通訊」刊載了。

港校自一九三三年創立，名稱為香港培正分校，初期辦小學，其後續辦初
中。學生畢業後可直升廣州培正中學。踏人五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學生入學
人數甚眾，而當時局勢，香港培正分校正名為香港培正中學，行政與財政獨立，
改行上下午班，適應學位之需求。偉社同學在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即可直升本
校高中。今年值偉社同學畢業離校六十周年，港穗澳及海外各地偉社同學自必舉
行盛大聚會，慶賀「鑽禧」。本人與偉社同學在校共硯有年，師生情篤，在此謹
祝偉社同學事業有成，生活愉快。

港校改行上下午班制乃權宜之計，為恢復全日制，校方當前急務乃是擴建校
舍。當年林子豐校長曾拜訪港督葛量洪爵士，獲撥因此連校舍之何文田山地十二
萬方呎作興建校舍之用，免息貸款，且捐廉提倡。校方立即聯同香港培正同學會
成立增建校舍籌款運動，獲海外各同學會及學生家長響應，眾志成城，短期內已
籌足款項，而樓高四層美侖美奐之新校舍已矗立於何文田山原校舍側(今日之培正
道)。新建校舍乃由黃汝光則師樓承建，美觀實用，而校舍內圓形旋迴樓梯之精心
設計，更是參觀校舍主要景點之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香港培正同學會假港校禮堂舉行一年一度同學
日。當晚節目豐富精采，自不待言。但最為矚目的是同學畢業離校廿五周年晉升
元老加冕典禮(後改稱「銀禧加冕」典禮)，這回是首屆舉辦，氣氛高興熱鬧。一
九二七年級會仁社學長躬逢盛會，由該社正副社長黃汝光、雷世熾兩位率領社友
廿餘人上台，恭請校董會主席張新基先生在台上一一為各學長戴上紅藍兩色船形
帽。台上紅藍兩色繽紛，台下掌聲雷動，這是當晚最精采的節目。及散會時，蒞
會同學們津津樂道，亦見紅藍精神之表現焉。

會仁社學長們今日多已老成凋謝，歸返天家。然而他們在各地社會上事
業的成就與乎對母校回饋的熱忱，都讓我們後輩景仰與懷念。六十年過去了，
往事知多少？拙文也祇是簡單敘述一些事實，有錯誤之處，也請各位見諒。

 
         國名謎答案   

  1.      百慕大  13.    印度 
  2.      加蓬  14.    乍得
  3.      埃及  15.    意大利
  4.      比利時   16.    捷克
  5.      立陶宛  17.    丹麥
  6.      挪威  18.    土庫曼
  7.      墨西哥  19.    錫金
  8.      不丹  20.    泰國 
  9.      老撾  21.    約旦
  10.    烏拉圭  22.    丹麥、荷蘭、比利時
  11.    加拿大  23.    盧森堡
  12.    剛果  24.    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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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風流人物
記正社排球光榮的過去     林鼎 (正社)

 如果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去形容正社在香港培正排球史的地
位。雖然沒有什麼不對﹐只是怕破壞了正社謙虛的形象﹐而且誰都不能預測
將來。但以各領風騷數十年來說明我們這個光芒四射的年代﹐相信不會有人
敢挑戰這種說法的。從一九五七到六零年﹐(我校贏得五七年香港乙組公開
賽排球冠軍﹐記得還贏過一次﹐但沒有報紙為證﹐姑且不提它吧！)﹐這個
培正排球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其中大部份主要正選隊員都是正社同學的。培
正排球校隊九位正選中正社佔了七位。而且都是校隊裡最佳球員。

 培正排球隊只是一支業餘隊伍﹐每星期練習兩次。一般在下課以後
練兩三個小時。如果有比賽﹐可能週末多加一次練習。平常練習基本功和體
能訓練。接近比賽就集中練習戰略戰術之類的針對性練習。

 當時香港排球還是採取九人制。每隊分成三行﹐每行三人。九人排
球位置是固定不變的。正社同學在這九人中的位置﹐左右兩邊鎚手有伍樹
達﹐陳鏡湖﹐二排中有黃伯熙。二排全部是正社同學。頭排﹐也即是近網的
一排﹐網中是陳照強﹐右邊快角林鼎彝。三排也就是最後一排有黃寶山﹐譚
華雄﹐劉浩然(按黃伯熙說﹕他們還未唸完高中便離開培正移民外國去了)。

 記得我們贏得學界冠軍後﹐吳華英﹐許明光﹐黃啓堯﹐陳立方老師
笑得比球員更開心。平時球賽完畢﹐大家換衣服後便回家。當晚他們想講的
好像比我們球員還多。吳主任提議找一個地方開慶功會。這個年頭學校的球
隊經費是很省的﹐一般比賽後﹐每位球員只分一兩瓶汽水。一九五七年九月
十晚﹐我們全隊人馬破例被帶到附近一家茶樓慶功去開檢討。可惜大家聲嘶
力竭﹐興奮得根本吃不下。但七嘴八舌﹐口水還是很多。四十多年了﹐當年
的 Double cola 的香甜還是沒有忘記。比起現在球隊富裕的預算。也許這個
年代有點寒酸。但梅花香自苦寒來這句話真的沒錯。“寒酸”給我們珍貴的
回憶比富裕時美好多。

 我們這七位球員有著共同背景。大部份來自中國排球之鄉台山﹐都
是在抗日戰爭這個年代出生的﹐然後再經歷騷亂不寧的內戰─〝解放戰爭〞
。大家都是華僑子弟。剛離開中國來香港﹐準備移民到外國。還沒有批准移
民之前﹐就讀于培正。在被選進去排球校隊時﹐大家都已掌握排球基本技
術。能講“流利”帶台山口音的廣東話。這種修正廣東話便成了校隊的共同
語言。離開培正後﹐黃伯熙﹐伍樹達﹐林鼎彝到了崇基書院﹐這時排球已改
制成六人排球。我們三人加上排球世家之黃克強﹐又為崇基排球打下無敵的
霸業。大學畢業後﹐移民來美國的黃伯熙﹐伍樹達﹐陳照強更代表美東紐約
華埠隊西征幾次。可惜當時無法找到已在美洲的林鼎彝﹐陳鏡湖﹐黃克強。
否則正社排球可能在美國華人社區又一次發出光芒。

 大家都已近七十歲了﹐逞強于球場大概已不再可能。但黃伯對正社
排球隊隊員有這樣的一個願望﹐希望都能在五十五週年團聚時走在一起﹐不
但慶祝我們正社在培正排球史上創下光輝的記錄﹐而且以我們帶台山口音的
廣東話追憶當年珍貴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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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   陳立方老師，胡汝源，伍樹達，林鼎彝，陳照強，黄寳山，鄧文鍚，吴華英老師

前排左起:   許明光老師，獲煥光，XXX，譚華雄，黄伯熙，劉浩然，黄啓堯老師

1957年9月11日報紙登載乙組賽培正擊敗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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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德(昭)回天家       譚連德 (毅社)

 

 

不幸八月中從 Hawaii 歸來，感覺不適，往醫生檢查，發現肺癌。他一生煙
酒不沾，使家人難以置信，但他仍順服在心，從未違反惡咒 神的安排，信心始終
不移。在感恩節後三天〈即 Nov 25 晚〉便與我們長辭，再無痛苦。我們雖痛楚異
常，但深信有一天在天家相會。

這兒有一首安慰我的詩願與眾分享：

I Have a Place in Heaven
Please don’t sing sad songs for me,

Forget your grief and fears,
For I am in a perfect place
Away from pain and tears.
It’s far away from hunger

And hurt and want and pride,
I have a place in Heaven

With the Master at my side.
My life on earth was very good,

As earthly life can go,
But Paradise is so much more

Than anyone can know.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happiness

And sweet rejoicing, too.
To walk with God is perfect peace,

A joy forever new.
-- Author Unkn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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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兄生在 New York 1924年5月26日，三
歲時隨父母及姐妹弟一家六口回祖國，在港
僅住幾年。因長叔在穗有生意，需父親助理，
於是遷往廣州河南，最後遷到東山。雙親是
基督徒，所以決定送我們兄弟姐妹到培正就
讀。1937年為了中日戰事，又遷回港，轉入培
正分校。1941年港淪陷日人手中，我們又回到
廣州，繼而入了一小鄉村名開建。幾經艱苦重
返坪石培聯續學。和平後于1946年秋返美來求
學。暑期往父親餐館助理，直至1950-51年一
家在加州團聚。

大哥天性馴和，謙讓，勤儉，友善，從
不發惡言。常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為
念，盡己力助人。壯年時失偶，盡力撫養二男
一女成長。老年喪長子，絕無怨言，順服 神
的旨意。在 El Cerrito 市政府做事直至退休，
退休後仍參加歌詠團，仍在教會詩班歌頌，又
喜愛旅遊。

記蜻蜓點水式遊之一 —— 江門市     鄭國輝 (輝社)

在盛況空前的『2012年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後，我參加了珠三角六天遊。
這是一很美妙的餘音繞樑。參觀的景點確實不少；每一地方停留的時間都是很
短暫，導遊成小姐沒有給這些僑鄉作任何介紹。只憑自己的認識和爭奪一剎那的
時空去獵取每一景點的精華。在我旅行經驗中，是很新穎的。珠三角遊給我最寶
貴和銘感難忘的是旅伴相處非常融洽，充份發揮了互相照顧，同舟共濟，「紅藍
精神」不是一抽象的名詞，在這裡有具體的呈現。此旅行團是同學連家眷組成，
共四十一人。憑絕不準確的回憶，寫下參與同學的芳名：偉社梅漢泉，誠社郭民
安，匡社謝鴻基、忠社李根田、林錫衡、陳鈺成，瑩社馮奇彬，輝社蕭沛錕、李
文田、龍基逸、翁希傑、何汝顯、王曦光、黃秉權、鄭國輝，正社馮立仁，善社
李威漢、許惠翠，協社余秀琴，恆社周榮超、朱樂怡、關德深，仁社雷禮和(領隊)
、唐榮勳，昇社熊健群。從52 年級到69 年級，都是年逾花甲的長者，行遍天下，
閱世甚深。

11 月 26 日上午十時，旅遊車駛離台城碧桂園大酒店。 時煙雨凄迷，有點寒
意。南下路上濛濛窗外展示了寬廣的綠野田園，間點綴些竹林和甘蔗叢，在蕭殺
的冬天，顯露着無限生機。台山地處丘陵，公路並不筆直，而有起伏轉彎，真是
一風景怡人，情調幽雅的好地方。半個鐘頭後到了端芬鎮。我們並不入鎮，而將
車子停在田野邊緣一滿佈泥濘的空地上。雷禮和說我們要參觀梅家大院，我初聽
還以為這是有類番禺餘蔭山房的富有人家庭園和豪宅。現場給我很大的驚異，梅
家大院是一碩大的市集，裡內有六十多棟樓宇。它們一間緊貼一間互相依偎，整
齊排列砌成一長方形。中間是一空地，供小販們擺賣熟食和商品，這簡直是一座
小方城。仔細視察一下，東西分地四墩，每墩建二十一間商舖，北為五墩，南為
六墩，每墩有十間商舖。它們圍繞着中間不規則的長方廣場。每墩之間有寬闊的
通道，方便貨物輸運到後面臨大同江的碼頭，有船隻可通香港、澳門、廣州、佛
山、江門等地。

樓宇都是騎樓式的建築物。騎樓下的行人道鋪設三合土地面，上層可庇護行
人，免受風、雨、烈日的襲擊。此市墟於1930 年開工營建，投資者一半以上都是
端芬鎮內梅氏鄉親，多是曾在外國生活多年的歸僑。他們喝了洋海水多年，受歐
美文化的影嚮，所以樓宇的上層，都是憑自己的愛好，仿效某一西式建築，所以
梅家大院可稱為中西文化的融匯。樓下小店都從行人道「退避三尺」，一律是前
舖後倉的格局。我見到的很多都是重門深鎖，有年久失修的剝落破敗。

大同河 (又稱汀江) 是台山第一大河。上游是大隆洞水庫，流經梅家大院一
段，河面寬闊，水深流緩，大船經此順流而下，通過廣海灣進入南海，是多年
前從台山到香港、澳門主要航道。梅家大院這墟集，是貨品匯流集散地，確實是
商業重要據點。它建於大同河南岸，距端芬鎮有一段路程，在田野間，和城市相
隔，遠離塵囂。大異於有名的古城，如開羅、雅典、君士但丁堡、耶路撒冷…..市
集都是在鬧市中心。在沉澱回憶中，童年時寄寓在外祖父家，每月初旬，多隨母
親、舅母、表姊們「趁墟」，可見得梅家大院不是唯一被農田包圍，一面臨河的
墟。自上世紀七零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後，公路網發展神速，現在從廣州乘長途汽
車抵達台城，不需要兩個鐘頭。水路運輸漸趨式微。梅家大院的商業地位，很自
然地被淘汰。加上近年來，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的漸眾，大院內的錢莊茶
樓逐漸消失；很多店舖也陸續關門。樓台仍在，人蹤已渺。望去不勝寂寞蒼涼，
中央龐大的長方形市集，只寥落點綴着十多個攤位。冷清清的，更反映出地方的
寬闊空曠。 周榮超、 朱樂怡在一角攤位，買了二小盒鹽焗雞。午餐時和同桌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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